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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账本浓缩了新区这家人25年光阴流转
■记者 余梦梅

家住义蓬街道的沈美芳家里有5本已经
泛黄的老账本，将全家从1995年开始的大大
小小所有开销，都一一记录了下来。从1995
年全年消费9788元，到2020年每个月消费
过万元；从寻呼机到华为P40 pro；透过泛黄
卷曲的纸张，25年的百姓生活画卷清晰可
见，大到可以安家的房子，小到一针一线，25
年的生活变迁尽在纸上。

日子变好花样变多

翻看沈美芳1995年的账本，巴掌大的硬
面抄纸张已经有些许散落了下来，纸张也不
复当初的白亮，泛黄褶皱了起来，圆珠笔的
痕迹依旧明晰。仔细翻看里面的内容，每天
仅有两三项支出，有时候一连三四天都不会
买东西。被记录下来的大部分支出也都是

日常买菜：1斤鲫鱼3.5元，半斤饼干2元，酱
油一包0.2元……“那时候一个月工资都只
有900多一点，每次花钱也都省着花，能保证
温饱就行。”

20世纪90年代，全国人民的日子刚刚好
起来，沈美芳家里也还算富足。1986年大专
毕业以后，沈美芳就在家附近的农场里做会
计，每天都在为单位记账，但很少给自己记
账。直到1994年，沈美芳和丈夫结婚。“两个
人一起过日子，钱花的又多又杂，都不知道哪
里去了。”于是沈美芳的账一记就是25年。

沈美芳很少会自己去翻看之前的账本，
但对以前花的大笔价钱还是印象深刻。
1996年他们花6万元买了一辆面包车，给丈
夫跑出租，这在当年来说是一个“天文数
字”，毕竟两人结婚时候购置的60平方米的
商品房才只要2万元。“钱是到处借来的，后
来还了两年才还上，再过两年车也淘汰了。”

提起第一台车，沈美芳和丈夫也满是
怀念。

改变发生在2010年以后，沈美芳
账本上各项花钱的类目变多了，买菜也
不再是全家最主要的支出了。首饰、护
肤品、衣服、孩子书本费、油费……和

1999年的全年表格相比，2019年账本的年终
总结表格上没有了种田收入、固定电话费、置
产费用，油费和别的其他费用拥有了“一席之
地”。“现在生活品质好了很多，更多的是享受
生活，以后还想出去旅游、到处玩玩。”

有增有减享受生活

沈美芳的账本记录的几乎就是包罗万
象的生活变迁史。产品价格变动、日用品花
样翻新、新兴科技推陈出新，25年间人们生
活的大小变化都在账本间得到展现。1997
年，沈美芳家里一个月吃穿用度只需要900
多元，放到现在，这仅仅是他们家今年8月份
两辆车的油费和保养费。

今年沈美芳刚刚购买了一台最新款的
手机，平时会刷刷抖音、看看电视剧、和朋友
网聊一下。回忆起自己家的第一台“手机”，
沈美芳和丈夫也是止不住的感慨。沈美芳
的丈夫早年间做出租车生意，当时最先进的
通讯设备是寻呼机，乘客打进来，只会显示
数字，根本不能有效沟通，“当时如果有人呼
你，只能看到号码，然后去找个公用电话打
过去。”1996年，中文寻呼机流行了起来，沈
美芳家里也购买了一台，花了好几个月的工
资；1998年家里安装了固定电话，2002年有
了翻盖手机，2004年可以拍照的手机出现
了，2007年拥有了可以上网的手机……“现
在和别人的联系方便了很多，功能也多了很
多，这都是以前都不敢想的。”

除了不断上涨的商品价格、一年比一年
多的消费总额，不少数据也在下降，比如药
费占总支出的比重。沈美芳丈夫身体不好，
常年要吃药，早年间每年买药都是家里的支
出大头，1999年，光是药费就达到了1446
元，而当年全家吃饭才只花了898.4元。如
今随着医疗保险制度不断完善，买药负担也
大大减轻。“我丈夫每年吃药要花大概6、7万
元。现在我们只需要支付2万元，剩下的通
过医保报销，身上的压力小了很多。”沈美芳
表示。

▲5本账本

▶1995年、1999年、2019年
三年春节期间的开销对比

■记者 尹思燃通讯员 徐峰

2020年是《保障农民工工资
支付条例》实施之年。为切实保
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用
工环境，引导农民工尊法、学法、
守法、用法，钱塘新区政法委启动

“服务农民工，护航无欠薪”法律
援助专项活动。

农民工讨薪难是近年来的一
大难题。2020年6月中旬，小刘
所在的网络科技公司宣布倒闭，
并承诺月底前结清拖欠员工的全
部工资，小刘等8人却在6月28日
发现办公室所有办公设备一夜之
间被搬空。

2019年 7月起，富阳一公司
拖欠 20 余名劳动者工资，截至
2020年春节前拖欠工资已达近
60万元，部分劳动者甚至连回家
的路费都拿不出。

2019年，小黄等3人被公司
以无力经营为由辞退，本着情谊
答应公司结清当月工资即可的他
们，到了工资发放日却一直未收
到工资，多方打听后才得知公司
并未停止经营，而是在另处经营。

湖州一家具厂经营过程中拖
欠近百名员工工资500余万元，公
司法定代表人与妻子办理离婚手
续，将本共同拥有的房产、车辆、
股票全部约定为归妻子所有，自
己净身出户以逃避债务。

面对公司无资产、公司注销、
恶意欠薪等各类拖欠工资行为，
劳动者该通过哪些方式进行维
权？律师提醒大家，拖欠工资金
额的具体明确将会对后续的处理
提供非常大的便利，劳动者首先
应与公司财务、人事专员通过工
作邮箱、钉钉软件、微信等可见方
式核对工资金额，或要求公司出
具欠条并加盖公司公章或合同专
用章等方式确定拖欠工资总额。

劳动者自身应与公司积极协
商，如公司确实无法一次性支付，
可接受分期支付，最好由劳动部
门出具仲裁调解书予以确认，如
任何一期公司未按期足额履行，
可就剩余款项直接申请强制执
行。沟通不畅的情况下，劳动者

可向劳动部门投诉，符合条件的
情况由监察部门作出责令限期支
付通知，或向劳动部门提起仲裁，
由仲裁机构作出具有强制执行力
的仲裁裁决书。

针对公司已出具欠条、结算
单的情况，劳动者可不经劳动仲
裁前置，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对于不履行仲裁调解书、仲裁裁
决书、法院判决书、法院调解书的
公司，劳动者还可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并在执行案件中根据具
体情况，适时突破公司有限责任，
追究未出资到位股东个人的责
任。

富阳公司的案例就是如此，
面对老板住洋房、开豪车，劳动者
却没钱回家的事实，劳动者首先
提起劳动仲裁，法院执行过程中，
发现公司名下无房产、无车辆、公
账内只有几十元的余款，只能依
法终结执行。按照九民纪要的明
确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
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
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
产的，可主张未届出资期限的股
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
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随
后劳动者再次以股东个人为被告
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股东在未
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法院判决
支持劳动者的诉讼请求。执行
中，鉴于股东名下有车有房有存
款，仅用十几天时间法院就执行
到位，劳动者拿回自己的工资，顺
利结案。

律师表示，企业是社会的经
济细胞，劳动人民是社会财富的
创造者。和谐的劳资关系，从近
了说，关系到劳动者切实的安全
感、幸福感，从远了说，关系到企
业的现代化治理和社会的长治久
安。劳动者们应秉持工匠精神，
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通过
辛勤劳动获取报酬。企业家们，
也应禀赋家国天下的情怀，把劳
动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企业使
命结合起来，将创新革新、坚韧诚
信的美好品格置于生产经营中，
尊重劳动，敬畏法律，不辜负这个
伟大的时代。另外还要注重企业
文化建设，加强劳动者之间的凝
聚力和对企业的向心力，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实现高质量可
持续发展。

工作不忧“薪”用法律捍卫自身权益

■记者 张雨通讯员 张海娜

修表匠是这个时代的“活鲁班”，他们用
自己精湛的技艺专注不懈地“校正”着时
间。“而今世道多新异，多少传承日渐稀”，很
多技艺在时代的变迁中逐渐流失，但也有这
么一群人，不被岁月侵蚀，甘愿守着一份传
承，在漫长的时光里用心雕琢……河庄街道
同一村的卢金水就是其中之一，今年70岁的
他，从事修钟表这一行业已有52年。

上世纪60年代，卢金水的家庭经济条件
并不富裕，作为家里唯一的男丁，他决心肩
负起家庭重担。“为了撑起这个家，就想着去
学习一门手艺。当时正好去一个修钟表的
人家做客，心想着可不就是一个机会，于是
拜师学艺。”学艺地点离他家很远，去时往往
要先骑自行车，再乘轮船，“只要人沉下心，
用心去学，什么困难都能克服。”想起那段经
历，他感慨道。

凭借着好手艺、低价格，同一村谁家的座
钟不走了、手表出故障了，都会来找他。“以前

手表坏了，在外面修需要500元钱，到卢师傅
这里，120元就能修好。只要他说可以，就一
定有保障。”一名村民说。但卢金水却觉得这
些很是平常：“做生意如果不踏踏实实，就会
很难做下去。无论走到哪里做何事都要讲究
诚信，这样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

修钟表是个精细的手艺活，因为零件
小，稍有不慎就可能会有遗漏。“打开钟表时
要格外小心仔细，生怕丢失一个零件。”卢金
水每次检修时，都将零件一一拆卸，修好后
按照顺序小心放置零件，整个安装的过程宁
可慢点也不能出错。一人一方小桌，他端坐
桌后，带着修表专用的放大镜，捣鼓着手上
各种精细零件。只是桌子好寻，安静的环境
还需刻意谋之，“修钟表时，妻子就充当我的

‘门神’，逢人上门她先去招待，防止别人打
扰我。”

“以前修一只表只需要1小时，现在手表
越做越精，对技术要求也越来越高，修好一
般需要花费一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很多时
候，老式钟表的配件不好配，卢金水就先从

自己收集的老零件中找，找不到再想办法到
各种市场上淘，如果还淘不到，他就用材料
想方设法做出来。“在上世纪，钟表零件是很
稀缺的，在市场上都不好找，许多物件都要
靠自己打磨。”

修表匠的这52年，卢金水从没有产生厌
烦或者放弃的想法，因为“喜欢”，所以“沉得
下心”。“我最喜欢修别人修不好的手表，看着
一块故障的手表嘀嗒响起来，很有成就感。”

时代日新月异，当代社会凡事讲究速成，
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去传承传统手艺，卢金水
也担忧自己的手艺是否会失传。大儿子工作
繁忙，鲜有时间；二儿子挺身而出，将家中的
生意交给妻子打理，自己则跟着父亲开始学
艺。“如今他也学了八成的手艺，负责看管我
的钟表店，手表的小毛病都由他处理，碰到

‘疑难杂症’再交给我。”而今古稀之年的卢金
水终可安心于家中安享晚年生活，那个跟随
着他大半生的工具箱也被他郑重收藏，偶有
需要再将之“请”出来，在阳光灿烂的午后拿
起趁手的工具，对着钟表细细钻研。

“修表匠”：因为“喜欢”所以“沉得住”

■记者 余梦梅通讯员 崔琦

新年伊始，大学校园里就迎来了久违的
热闹。1月6日，“大美走基层 钱塘似锦绣”
钱永根中国画作品展在浙江财经大学时光
文化艺术沙龙开幕。开幕式现场，近百名观
众参展、观展。

据了解，本次画展是杭州画院系列展览
的第四场，也是走进新区的第一场。本次展
览由杭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新区党
群工作部（组织部）、杭州画院、浙江财经大
学工会等相关部门承办。画展自1月6日开
始，为期10天，共展出钱永根花鸟画作品40

余幅。现场，钱永根与大学师生分享了其毕
业以来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和艺术创作者
的经历与感悟，浙江财经大学艺术学院30余
位师生与嘉宾共同参与了此次分享活动。

钱永根秉承了前辈画家的笔墨传统与写
意精神，将浙派的大气野逸与海派的清雅浓
丽结合起来，许多作品大胆落墨，大块留白，
并且善于在传承笔墨的同时有心于用水的探
索和研究，使得作品清新温润，静谧中生机勃
发，寂寥间悠芳自在。从花鸟的写意中体现
了钱永根先生深厚的传统笔墨功夫，展现出
大自然生命力的绽放，写出了花鸟世界的生
命，具有较强的艺术震撼力和感染力。

“优秀的作品不该是高屋建瓴，阳春白
雪，而是来源于基层，服务于基层。”市文联
相关负责人表示，艺术作品的创作应该贴近
基层，接近生活，之后市文联也将组织更多、
更好的展览走进新区，让更多样的艺术形式
在新区高校、新区百姓中生根发芽、茁壮成
长。

“新区依托高校优势，文化艺术资源丰厚，
街道、社区、高校各个单位的活动也十分丰富，
整体文艺氛围十分浓厚。”新区党群工作部（组
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新区接下来将逐步推
进各文艺相关组织建设，进一步发挥新区特
色，丰富新区人民的精神家园。

杭州画院巡回书画展在新区举办 钱塘新区“美丽杭州”创建
暨“‘迎亚运’城市环境大整治、城市
面貌大提升”专项行动月度评比通报

为进一步落实新区“美丽杭州”创建暨“‘迎亚运’城市环境大整
治、城市面貌大提升”专项行动工作，推进新区环境整治工作常态化，
全面转段进入“迎亚运”长效管理工作模式，现将2020年12月份新
区街道月度评比情况进行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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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1 日 9:00-17:00 停
新南村（4）变低压闸刀：新南村
一带

1月 13 日 9:00-17:30 停
利谷A426线（智谷站-国利站）：
义蓬街道横一线附近

1月 14日 9:00-17:30 停
东龙A482线（智谷站-国利站）：
义蓬街道横一线附近；9:00-17:
00停文伟村2#变低压总闸：文
伟村一带；9:00-17:30停建一
村7#变B路低压闸刀：建一村附
近；9:00-17:00停东升村5#变
B路：东升村一带；9:00-17:30
停蜀南村13#变A路低压闸刀：
蜀南村一带

1月 15 日 9:00-17:30 停
蜀南村13#变B路低压闸刀：蜀
南村一带；9:00-17:30停义盛
街道13#变低压分路、义盛街道
18#变低压：义蓬街道；9:00-
17:30停 10kV宏波A301线宏

新村分线7#杆令克：宏新村一带
1 月 18 日 9:00-17:00停

向公村1#变A、C路：向公村一带
1月 20日 9:00-17:00 停

三联村7#变A路低压闸刀：三联
村附近

1月 21 日 9:00-17:30 停
佳苑四站三村分线、佳村一变、
佳村二变、佳村三变、佳村四变
低压开关：九堡街道三村村社区
三村村5区、6区部分用户

温馨提示：为更方便更快捷
的提供用电抢修服务，各电力用
户可拨打24小时故障报修电话：

低 压 用 户 请 拨 ：义 蓬 片
51225373/18868400003，新 湾
片 51225382/18868400007，河
庄片51225358/13456800003，

高压用户请拨：
18958080872 / 82951000
下沙片用户请拨 ：
18958089070

钱塘新区供电公司双周停电计划

暖心粥暖人心

日前，前进街道“爱心驿家”工作人员贴
心为环卫工人、交警送上暖心粥，并为他们送
上保暖物品。

通讯员苏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