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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他安装下沙乡首部个人电话机

■见习记者 徐红燕

“我无意中找到了这张老照片，真的是思
绪万千啊。”81岁的缪庭富，一边说着，一边
小心翼翼地从房间里拿出一张老照片。

照片上，年轻帅气的缪庭富，衣装革履，
满脸笑意，他坐在椅子上正在用一部白色电
话机接听电话。37年后的今天，同样是一身
黑色西装，搭配着一条红色领带，梳着三七分
的头发，缪庭富仔细地抚摸着手里的这张老
照片，仿佛一场时空对话。

第一部电话展开了他的商业版图

1982年，党的十二大成功召开，会上提
出了全面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目
标，确立要搞活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
新方向。缪庭富灵敏地嗅到了时代的潮流。
当时还是智格小区的一名民办小学教师的
他，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弃教从企，他开
办了一家小型服装厂。

当时，缪庭富发现很多大型百货商店都

有电话机，他们忙碌地接听着电话，生意从
电话那头源源不断地“跑来”。“我回到家里
后，就对电话机心心念念，和家人商量，我决
定买一台。”缪庭富找到乔司邮电局，提出申
请。

“当时整个下沙乡只有乡政府有一台电
话机用于政务办公，农民自己家买电话机还
是头一回遇到。”缪庭富从申请开始，就遇到
了很多困难。缪庭富需要下沙乡政府盖证
明，得到许可，邮电局才可以通过申请。而最
大的困难，还是当时零基础的电话线的安
装。“要从乔司拉线到下沙，一共12公里，每
50米处一根毛竹做支架，不管是工程还是人
力，都是巨大的挑战。”缪庭富一边说着，一边
画着当时拉电话线的图纸。

1984年，当时人均年收入355.5元，一台
电话机，缪庭富前前后后花了1000元。

对于生意人来说，缪庭富认为这是必要
的投资。“从我安装好电话机以后，我和外面
的联系加强了，生意也不断扩张出去。重要
的是，我能得到最新讯息，什么地方搞活动我
能最快知道，然后带着我的红峰百货去参加
各种评销会、大汇报展活动，越来越多的人知
道了我，也知道了我的产品。”缪庭富说。

1984年后，缪庭富的工厂规模越来越
大，已经有88名工人，产品销往全国12个省
市，踏着改革春风的浪潮，他的生意做得越来
越好，红峰百货商店闻名整个杭城。

第一部电话成为了乡里通讯驿站

“亲朋好友、左邻右舍都不支持我安装电
话机，他们劝说我，不要浪费钱。”缪庭富知
道，整个乡里想安装电话机的，他是第一人，
也是唯一一人。

后来，电话机还是成功“入住”了缪庭富
家，令缪庭富没有想到的是，这台电话机除了
给他自己生意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外，还
给乡里很多人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喂，您找谁？”

“您好，我是你们乡里小马的亲戚，他家
外公病危了，您能帮忙去给小马通知一下
吗？希望他能尽快赶回来。”

1989年的一天，缪庭富接到这个电话，
立马跑去小马家告知这件事，小马一家急忙
从下沙出发赶往绍兴上虞盖北镇的外公家。
他们赶上了，见了他外公最后一面。“小马回
来了还非要给我拿东西，说要不是这个电话，
他会遗憾终生。”这件事，让缪庭富久久不能
忘怀。

自从缪庭富安装了下沙乡第一台电话
机，他就让村里的人免费使用电话，“家里变
得很热闹了。”有时候村里人的亲朋好友打电
话过来找他们，缪庭富还充当了“跑腿”一角，
下沙乡遍布他的足迹。“虽然生意很忙，但是
能有时间帮帮村里人会有一种幸福感。”
1986年3月1日，缪庭富获得余杭县1985年
度“两个文明”建设先进个人表彰。

当然，这部电话的意义对缪庭富家来说
远不如此。那一年，缪庭富弟弟家的孩子因
为意外被啤酒瓶割破了静脉，当时血流不
止。“我们赶紧给当时的红会医院打电话，不
到30分钟，他们的救护车就到了，把我侄子
送去了医院，救了下来。”如果没有这个电话
机，只能通过自行车送过去，“起码要两个小
时，后果不堪设想呀。”缪庭富回想起这件事，
还会感到很紧张。

2000年，缪庭富换了当时更为流行的
大哥大，家里的这部电话逐渐被“淘汰”，他
也开始了自己悠闲的退休生活。如今耄耋
之年的他玩转抖音、全民k歌手机软件，微
信支付宝的使用不在话下。“我很乐于接受
新鲜事物。”就如当年买电话机一样，缪庭富
从来都是时代潮流里的人。

在下沙街道智格小区缪庭富的家里，他
用一个箱子，包括这张老照片一起装满了已
经泛黄卷边的老报纸、褪色的红头文件以及
自己的每一张奖证。这里，收藏着一段他的
峥嵘岁月，也收藏着下沙的历史变迁。

阔别11年“老朋友”《阿凡达》重回大屏

■见习记者 徐红燕

“我们看到它评分非常高，出于好奇，所
以也想来看看。”在SFC上影影城杭州下沙
IMAX店的大厅，小杨带着女朋友正在耐心
地等待电影《阿凡达》16:40场次的播映。

春节档热度逐渐褪去，电影市场进入到
“冷淡期”。阔别 11 年，电影《阿凡达》在
2021年3月12日重新上映，空降救市。

据灯塔实时数据，《阿凡达》在重映第二
天票房就突破14亿，登顶内地票房单日冠
军。截至3月23日，影片《阿凡达》重映票房
达16.38亿，登顶中国内地2020年7月20日
复工以来重映影片票房榜榜首。

刚二十出头的小杨，11年前没有机会看
到这部影片。那一年，这部卡梅隆耗时四年

半的制作，总斥资接近五亿美元打造的《阿凡
达》在中国上映，万人空巷。在当时，电影票
一票难求，许多黄牛连夜排队抢购电影票高
价出售，全国仅有14块IMAX屏幕，有人还
会不远千里到外地体验一次IMAX电影观
看。3D技术，对于所有人来说，陌生且新鲜。

短短一段时间，3D影片《阿凡达》，全球
横扫27亿票房。

不仅如此，《阿凡达》开辟了电影3D技术
的新天地。从《阿凡达》开始，影院的技术设
施齐刷刷地跟进，中国电影院3D影厅大肆扩
张，目前国内银幕数量超过2万块，其中3D
银幕占3/4，大约1.5万块，3D影厅成为真正
的主流影厅。《阿凡达》成为当之无愧的3D电
影开创者，一个电影史上的新纪元就此开启。

11年后的今天，除了像小杨一样第一次

观影的人外，《阿凡达》的重映，还给很多人带
来了一波“回忆杀”。

“和11年一样，只能以‘震撼’两个字来
形容我的心情。”21岁的小海，在得知电影重
映后，就迫不及待地“二刷”《阿凡达》。

2009年第一次看《阿凡达》时，还在上小
学的他，为了看《阿凡达》，拿出了自己存的所
有零花钱。“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这是一笔
巨款。”小海握着手里的电影票笑着说。

“人这一辈子，有时就得靠一次疯狂的举
动才能扭转乾坤。”

《阿凡达》里的这句话，小海说在11年
后，他终于有了自己的理解。

很多人不免好奇，为什么《阿凡达》要选
择重新上映且回归后依旧备受追捧？难道电
影市场真的陷入了名为“影片匮乏”的困境了
吗？

近几年，其实有很多重映影片，如《寻梦
环游记》《当幸福来敲门》《战狼2》《中国合伙
人》《夏洛特烦恼》等，都是曾经票房口碑双丰
收的优质影片，即使重映，很多人依旧愿意

“二刷”甚至“三刷”为其买单，使其票房再创
新高。

老电影重映越来越频繁的背后，也在提
醒着电影市场，在速食电影充斥的今日，切莫
让“票房至上”成了准则，只为了高票房而拍
摄，而缺失对自身影片内容和价值的关注。
渐渐地，只会有越来越多的“烂片”让观众对
电影行业失去了期待和信心。

我们总是在说“老电影百看不厌”“经典
无法超越”，老电影的确是一代人的记忆，精
神文化的宝贵财富，而我们更希望，中国电影
市场能出现更多的好作品，创作出优质精品
影片，让观众叫好又叫座。

民生盼：“断头路”通起来“断头河”活起来
■记者吴宇翔尹思燃通讯员邵镔斌卓敏志

3月23日，家住下沙街道新元社区的蔡
女士告诉记者，现在每天经金沙大道下班回
家，自己都得看看初现雏形的金沙湖大剧院
和被绿色围挡遮住的“断头路”作业现场。

处于紧张施工中的这条“断头路”打通
工程位于杭州东部国际商务中心（金沙大道
600 号）西侧，金沙湖大剧院东北方，紧邻着
蔡女士所在的新元社区。“以前这两段路之
间被河道阻挡，不能走人走车。不过现在我
从家里就能看见，河道上的桥已经差不多建
好了。”蔡女士表示，“断头路”打通后，上下班
再也不用走学林街，经过幸福南路后上金沙
大道，就连去对面的写字楼买杯咖啡，也要方
便不少。

记者从新区建设局了解到，今年，实施
“断头路”打通工程被列入市政府年度十件民
生实事，该项目则为今年全市要打通的18条

“断头路”之一。
不仅如此，为进一步完善新区道路“毛细

血管”，新区还将打通或新建多条城市道路。
其中，天城东路（乔下线-月雅路）工程为新建
城市次干路，将把现有的天城东路向西延伸
约1200米，同时新建2座跨河桥梁以连接乔

下线及月雅路，从而增强邵逸夫医院（下沙院
区）等城市配套的向西辐射能力及区域通行
能力。项目计划于明年完工。

同样向西延伸的，还有金沙大道（下沙
西-月雅路）工程。该工程将新建道路长约
900米，道路标准宽50米，采用双向6车道，
计划于明年完工。“两条道路的西延，不仅将
便利周边居民出行，还将与钱塘快速路等交
通项目相互补充，进一步加速新区向西‘融
杭’进程，为新区与全市重点板块互联互通提
供市政交通路网支撑。”

此外，农垦路（文海北路-文津北路）道路
及周边绿化工程项目全长约0.8公里，东起文
海北路，西至文津北路，包括市政工程和公路
工程2部分，建成后将打通农垦路被绕城高
速隔断的现状，极大改善大学城北的交通状
况，同时缓解德胜快速路的交通压力。项目
计划在明天完工。

“随着新区安置房项目不断推进，新区还
将加速安置房的配套道路建设。”据该工作人
员介绍，目前，已有新四路（冯娄横路—蓝商
路）工程等一批便民项目被提上日程。同时，
为充分发挥交通道路的产业赋能作用，新区
还将建成医药港小镇规划道路（围垦街-元北
路）项目等一批产业园区配套道路，优化园区

路网，为新区产业不断发展升级，在“十四五”
时期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运输保障。

此外，记者还从新区治水办了解到，今年
新区在持续深化“五水共治”工作的基础上，
开启“畅通水系提升河湖健康行动”，计划总
投资2230万元，打通10条“断头河”。

“‘断头河’由于位置偏僻、水系较远、水
量不足等原因，治理比较困难，成为环境整治
工作中一块难啃的硬骨头。”新区治水办相关
负责人表示，为此，新区在前期进行实地踏
勘，并制定“断头河”清单，按照因地制宜标
准，排定短期、中期、远期整治规划，分阶段实
施打通“断头河”工作。

以义蓬街道金泉中心河为例，因该河流
东段未与任何水体相接，缺乏流动，加之之前
村民乱倒生活污水，致使金泉中心河水质差、
异味明显，严重影响两岸居民的日常生活。
今年3月初，抽水机开始作业，金泉中心河连
通工程正式开启。该工程项目计划用一个半
月的时间，为金泉中心河新建一座泵站，并铺
设抽水管道，用以从西段五工段直河抽水，通
过水管打入金泉中心河段，形成水体循环。

据了解，列入畅通计划的这10条“断头
河”将根据各自现状进行适时性改造，预计在
今年11月份全部完成。

■见习记者 徐红燕李海鹏
通讯员顾亚方

“在下着小雨的夜晚，消防车
的灯照在垃圾山上，一名消防员正
大 口 大 口 地 吃 着 一 碗 方 便
面……”近期，一则名为《垃圾山上
的18岁生日》视频刷爆网络，视频
中消防员吃的泡面是他18岁生日
的“长寿面”。

视频中的这名“男主角”，叫蒋
昆成，是杭州消防钱塘新区大队临
江消防救援站一名消防员。3月
15日傍晚5点多，钱塘江石材市场
一带的一个废弃厂房起火，整个处
置持续了10个多小时。事后，负
责补给的消防员拿来了泡面。“今
天是你的生日，我们就在这里给你
过个生日吧！”大家围住蒋昆成，在
垃圾山上给他举行了这个特别的
成人礼。

一身蓝装他心里的“英雄梦”

“消防员救死扶伤，是我心里
的英雄。”在这个男孩很小的时候，
就已偷偷种下梦想。去年还没有
成年的他，就选择从家乡四川远赴
浙江，来到杭州消防钱塘新区大队
临江消防救援站，当一名消防员。

在指导员余云平眼里，不爱讲
话的蒋昆成，却很善于行动。“平时
训练很辛苦，但是他从来不会叫
累，遇到问题就请教队友，是一个
很有担当的男孩。”

“我想当一名通讯员。”18岁
的蒋昆成也许还有些稚嫩，但他如
今也有了新的目标。

暖心关怀他的“消防家人”

这次视频意外火爆网络，是蒋
昆成没有想到的。警情无时无刻
都会发生，对于他们消防员来说，
在生日当天出警是常见的事。

据了解，临江消防救援站管辖
区域160平方公里，平均每年出警
300多起，忙碌的时候一星期要出
警五六次。每一次的出警，都充满
了未知的风险。“每次出警都会有
点担心，尤其是一伙人出警的时候
大家都好好的，有时回来的时候却
有人受伤。”蒋昆成说。每一次出
警归来队友都不会受伤，是蒋昆成
如今最大的心愿。

“我们会经常与消防员本人进
行沟通，同时还会定期举行座谈
会，了解消防员的心理状况、分享
队员们的情况、排解家人朋友的后
顾之忧”。临江消防救援站指导员
余云平，已经入伍16年的他，一直
都非常重视消防员的心理健康建
设。

思想上的开诚布公，感情上
的全面融合，临江消防救援站给
了这31个消防员家一样的温暖。

“像蒋昆成一样，对于队员们来说
很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我们都会
想办法给他们庆祝一下，让他
们感受家的温暖。”余云平说道。

在垃圾山上他有了一场特殊的成人礼

钱塘地名故事

■记者叶晨璐通讯员沈志芳孙晗晓

搭乘杭州地铁7号线从萧山
国际机场站向江东二路方向出发，
有个站点叫做“义蓬站”。义蓬的
由来离不开两个地名：头蓬和义
盛。

相传“头蓬”这一地名，得名于
上个世纪开垦南沙大地时，在这里
搭建了第一个草蓬。“有人问路，就
说接着往下走，看见头一个草蓬就
到地方了，一来二去，这里就成了

‘头蓬’。”民间也有说法是头蓬晒
盐的盐场里有很多从废弃的土堆
里长出来一蓬蓬的杂草，像一个个
批头散发的脑袋，因而叫做头蓬。

“义盛”这个地名则来自于当
地老街上曾经的一家店铺。当时，

“姚义盛”豆腐店在十里八乡都是
头一家，名号甚响，连外地人路过
此地，一听“姚义盛”豆腐店，都能
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个地

方”。久而久之，“义盛”就成了当
地的代名词。沙地作家钱金利还
就此写过一篇文章。

从钱塘江滩涂，开垦为义盛、
头蓬两个镇，再到如今的义蓬街
道，一步步走来，这篇土地上的人
们吃苦耐劳又奋发昂扬。早在
1992年，该地区的规划调整就已
经逐步启动，宏伟乡和乐园乡分别
并入当时的头蓬镇和义盛镇。
2001年，两镇合一，头蓬和义盛各
取一字，成为义蓬镇。2010年，义
蓬镇升级为义蓬街道，正式成为新
一代年轻人所熟知的钱塘新区七
个街道之一。

头蓬曾是钱塘江板盐的重要
生产基地，义盛则因为一家豆腐店
而得名，盐巴和豆腐的相遇，造就
了如今义蓬街道田园型城区的美
景。紧跟新区发展脚步，义蓬建设
不断向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了
越来越多的幸福感、获得感。

盐和豆腐的相遇美好义蓬的由来

来杭10天盗窃5次他被抓个正着

■记者 余梦梅通讯员 叶寒卉

“这么快就抓到了？”当新区公
安分局临江派出所民警丁荥杰将
嫌疑人已抓获归案的消息告诉王
女士时，王女士一脸不可思议，没
想到自己3月20日上午刚报的案，
下午就抓到了嫌疑人。

“我特地放在客厅柜的储蓄罐
不见了，肯定是进贼了。”3月20日
上午，王女士打电话报案称家里的
储蓄罐不见了，里面有约200多个
硬币。今年3月中旬，辖区某小区
内接连发生了5起入户被盗案件，
影响广大群众的财产安全。临江
派出所对此高度重视，在加大夜间
巡防警力的同时，立即组织民警成
立研判小组开展工作。

接警后，临江派出所民警丁荥
杰当即迅速出警进行实地勘察，同
时组织人员迅速调取前期提前踏
勘踩点后找到的监控点位，进行研

判分析，发现就是近期连续作案的
嫌疑人秦某。

3月20日，经过2天的彻夜蹲
守，临江派出所民警和反扒队员成
功在秦某出租房门口将其抓获归
案。

经了解，秦某今年23岁，重庆
人，有个两个月大的女儿，为了挣
奶粉钱，今年3月10日刚从老家来
到杭州。“一方面要还网贷，一方面
女儿生病了家里催着要钱……”秦
某交代，因租住的房子结构原因，
自己正好可以从未上锁的窗户中
翻窗入室进行盗窃，见什么值钱的
都拿，来杭十天共盗取手表2只、
笔记本电脑2台、钱包1个以及装
有200多元硬币的储蓄罐1个，其
中2台笔记本电脑已被秦某卖掉，
所得的赃款全部拿去还了网贷。

目前，犯罪嫌疑人秦某已被警
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
办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