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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许媛娇 通讯员 杨
仲贤）“今年村里办的‘云村晚’，让人
眼前一亮。对村民来说，真的是一场
文化大餐。”即便过去了好几个月，银
湖街道千家村党支部书记王叶根对
这台“云村晚”依旧印象深刻。他说，
千家村此前也会办“村晚”，但这次和
以往的很不一样，节目很丰富，质量
也高，还将周边村里的民间艺术收集
起来放上了舞台。

这一变化源于银湖街道礼堂文
化 管 家 ——“00 后 ”姑 娘 向 佳 钰 。
2021年12月，向佳钰正式入驻银湖街
道，与此同时，银湖街道22个行政村
的文化礼堂也有了专职管家。向佳
钰的工作就是负责让文化礼堂活跃
起来，让村民的精神文化家园实至名
归。

文化管家来了，礼堂
“活”了、村民“乐”了

向佳钰是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
院的学生，再过十几天她就要毕业
了。别看她年纪轻，点子却很多，虽
然是一个人入驻银湖街道，但背后有
一个团队。起初，她还以为一个街道
只有一个文化礼堂，没想到，银湖街
道有 22 个文化礼堂，除此之外，8 个
社区的文化活动也由她来负责。

入驻银湖街道后，向佳钰向街道
里的前辈学习，跟着前辈跑基层，跟
村里的文化员聊礼堂文化。今年春
节前夕，她给千家村策划了一场“村
晚”，虽然因为疫情原因，变成了“云
村晚”，但依旧获得了满满好评。

这场“村晚”，向佳钰对标的是央

视春晚的节目。千家村往年也有“村
晚”，但是节目仅限于本村范围，一般
都是歌舞表演。这一次，向佳钰和银
湖街道商量后，在街道范围内寻找文
艺节目。“效果还不错，挖掘出了好多
本土的民间艺术家。”她说，节目的类
型也丰富了不少，加入了魔术表演，
舞龙表演等节目。

“没想到村里也能有这么精彩的
节目。”“村晚”录制现场，王叶根对这
台晚会很是满意，他也期待着文化管
家带给他们更多惊喜。

在刚刚结束的端午小长假期间，
向佳钰在虎啸杏社区办了一场端午
活动。社区里的本地居民和外国友
人一起包粽子，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
力。让向佳钰引以为豪的还有5月4
日登上央视音乐频道的舞蹈节目《等
你来》。她和杭科院的同学们在银湖
体育中心、在银湖的村落里，跳了一
支舞，用青春点亮亚运之光。

向佳钰还给自己制定了职业规
划，她将在文化管家的路上继续走下
去。她要把银湖街道22个行政村独
有的文化内涵挖掘出来，总结提炼，
让每一个文化礼堂都有自己的特色，
让文化礼堂更好地服务村民的精神
文化世界。

探索“礼堂文化管家”
社会化服务

在全区24个乡镇（街道），每一个
乡镇（街道）都有像向佳钰一样的文
化管家。因为有了这些文化管家，文
化礼堂的大门实现了常开，更多精品
文化活动走入乡村。

农村文化礼堂一直是富阳的文
化标志品牌。2019年底，富阳就实现
了农村文化礼堂全覆盖，但这只是一
个开端。如何进一步整合资源，推动
农村文化礼堂赋能共同富裕？富阳
提出了“礼堂文化管家”社会化服务，
发挥文化管家作用，带领村民走向

“精神共富”。这是富阳一次先行先
试的全新探索。

“礼堂文化管家”社会化服务，是
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第三方
文化组织派驻文化管家，提供社会化
专业服务。目前，全区共有24名文化
管家，平均年龄 26 岁，具有主持、策
划、表演、创编、视频制作等众多特
长，由服务点全日制联络协调派出机
构组织力量，提供“制订年度活动计

划、策划主题礼仪活动、培育本土文
体队伍、打造特色活动品牌”等12项
订单服务。

据2021年下半年度6个乡镇（街
道）22 个试点村文化礼堂使用率统
计，较上年同期整体提升 22.13%。
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24名文化管
家协助乡镇（街道）参与策划各类文
化活动 1196 场次、举办文艺文化辅
导培训 135 场次、培育文艺队伍 856
支、培训文艺人才 11984 名、编排创
作文艺作品153部、挖掘创建文化品
牌 32 个，全区礼堂活动同比综合提
升 41.32%，极大地推动了农村文化
礼堂包容开放、高效运行和均衡发
展。

共同富裕，更重要的是精神富
裕。在文化生活领域，城乡之间存在
不同程度的差异，农村文化礼堂作为
村民的精神家园，承担着精神文化熏

陶、滋养的重要作用。
富阳的农村文化礼堂工作一直

走在全省前列，早早实现了全区 276
个行政村文化礼堂全覆盖工作。如

何让文化礼堂活跃起来，让文化礼堂
的大门常开，真正为村民精神文化生
活服务，这是一道难题。

经过几年摸索，富阳启用“礼堂

文化管家”社会化服务这一全新模
式，是一次大胆尝试、全新探索，它在
为乡村注入更多青春力量的同时，也
让未来乡村有了更多可能。

“礼堂文化管家”社会化服务为共同富裕注入精神力量

礼堂“活”了 村民“乐”了

记者手记

银湖街道千家村“云村晚”录制现场（资料图）

本报讯（记者 方梁 通讯员 胡爱雅）
记者从富阳交通集团了解到，继东坑坞1
号隧道和东坑坞2号隧道之后，奉化至江
山公路富阳场口至金沙段工程即环金线
整治工程二期的最后一条隧道——荞麦
岭隧道于6月6日贯通。至此，整个工程
已完成总工程量的90%，向今年8月底建
成通车迈出了关键一步。

环金线是连接 320 国道、杭新景高
速、杭金衢高速的重要通道，是富阳对外
交流的南大门，也是从常安方向抵达湖源
的唯一公路。

环金线整治工程二期主要内容为“三
隧一桥”，即荞麦岭隧道、东坑坞 1 号隧

道、东坑坞2号隧道及东坑坞桥，实现“改
弯取直”，加快车辆流通。

本次贯通的荞麦岭隧道全长950米，
起点位于常安镇古城村，与老路平面交
叉，与整治工程一期建成的横槎大桥相
接。而另两条隧道——东坑坞 1 号隧道
和东坑坞2号隧道已于此前贯通，均采用
双向二车道二级公路标准，宽度12米，设
计时速60公里。

目前，“三隧一桥”中，只剩东坑坞桥
还在加紧施工，该桥长65米、宽12米，位
于东坑坞 1 号隧道和东坑坞 2 号隧道之
间，计划8月30日完工。

环金线二期工程隧道全部贯通
预计8月底建成通车

荞麦岭隧道贯通

养老金发放时间调整
本报讯（记者 吴璇 通讯员 程传伟）5 月下

旬，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系统顺利
上线运行，实现了数据规范全国统一、数据实时
同步、部省市三级联动、风险有效管控。

根据工作安排，自6月起，杭州市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将于每月8日发放。届时，相
关人员将收到统筹内和统筹外两笔金额，两笔
金额相加即为个人退休待遇。同时，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也将于每月8日发放。

在此，需向大家说明的是，6月至9月，企业
退休人员清凉饮料费也将与养老待遇一并发
放，标准为130元/月，请大家注意查收。

据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国统筹系
统的上线运行标志着我区社保事业又迈上新台
阶，将促进养老保险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系
统自上线以来运行情况总体平稳，为尽量降低
对办事群众的影响，各类社保业务办事流程基
本与系统切换前一致。

皇天畈排涝泵站
开启今年第三次强排

本报讯（记者 朱啸尘 通讯员 王小海）受前
期强降雨和上游泄洪影响，富春江水位达到6.9
米，城区水位一度上升至6.43米。为应对快速上
升的富春江水位，6月6日上午9点，皇天畈排涝
泵站开启今年第三次强排，确保主城区安全度
汛。

据介绍，6月15日主汛期未到，皇天畈排涝
泵站已三次投入排涝运行，累计运行7台次35小
时，抽排涝252万立方米。

区农业农村局河道水库管理中心相关负责
人称，接下去将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和周边相关
地区水情，利用停机间隙，抓紧进行设备设施维
修养护，随时准备投入新一轮的防汛抗旱工作。

皇天畈排涝泵站开启强排

本报讯（记者 姜群 通讯员 徐燕）6月6日，
杭州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实施住
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
《通知》明确，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企业，

缴存住房公积金确有困难的，在与职工充分协
商的前提下，经职工代表大会或工会讨论通过
并提交决议书，可申请缓缴住房公积金，到期后
进行补缴。在此期间，缴存职工正常提取和申
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缴存时间连续计算，不受缓
缴影响。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缴存人，在不能正
常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可申请不作逾期处
理，不作为逾期记录报送征信部门。

同时，《通知》提出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租
房提取力度，缴存人可按月提取住房公积金账
户余额，提取限额按现有标准上浮25%确定，具
体为杭州市区（含萧山区、余杭区、临平区、富阳
区、临安区）为1500元/月，桐庐县为1050元/月，
淳安县为750元/月，建德市为600元/月。

上述支持政策自发文之日起实施，实施时
限暂定至2022年12月31日。具体细则以杭州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的相关文件为准。

租房提取公积金额度上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