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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声悠悠 奏出自强不息的生命之歌
■首席记者 郁佳炜 见习记者 李海鹏
走在义蓬街道河西路上，
时常能够听到悠
扬的扬琴声。你绝对想不到，
这悦耳的琴声出
自一位 68 岁的残障人士——邵松金之手。
邵松金说自己打小就爱音乐，刚开始接
触乐器时，他啥都不懂，就靠自己去摸索，一
个音一个音地去尝试。虽然因为条件艰苦早
早辍学，但他对音乐的热爱从未衰减。买不
起二胡，他就自己动手做一把。当时村里放
露天电影，里面的配乐他听一遍就能试着用
二胡拉出来。
30 年前，邵松金在头蓬镇开了锯木厂，
用勤劳的双手打拼出了幸福的日子。但在一
次帮朋友锯树的过程中，树突然朝向邵松金
砸了下来，来不及躲闪的邵松金下半身被压
倒在树下。
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使得邵松金髋骨受
伤，
下半身动弹不得。
“那时我下半身软绵绵的，
连知觉都没了，
根本动不了，
大家都说我这辈子
都要坐轮椅了。
”
可是坚强的他始终没有放弃治
愈的希望，
先后辗转去往多家医院治疗。
“感谢
共产党，
多亏了有党的政策，
补贴我治疗费用，
让我有机会重新站起来，
也让我们残疾人的生
活条件好起来。
”
邵松金红着眼睛说。
起，咬着牙，坚持练。艰苦的练习换来了动听
肢体四级残疾的邵松金虽然有点跛脚，
的音乐，也为邵松金推开了新的大门。
手指也因为另一场锯木意外后很难抓牢东
除了弹奏扬琴和拉二胡，邵松金还在多
西，不再那么灵活，但他的艺术生涯还在继
年的摸索中学会了作词作曲。他创作了村
续。他参加头蓬社区文化艺术团队已有 20
歌，被张贴在公告栏得到大家的传唱。在老
多年，时常为村民表演各类文艺节目。由于
人的歌词里，充满了生活的希望。在村歌《看
团队缺乏扬琴乐手，邵松金主动请缨去学习
金星、唱金星》当中，邵松金写道“我家住在金
扬琴。但对邵松金来说，学习新乐器远非易
星村，幸福的生活真呀真开心……”邵松金还
事。刚开始，这双受过伤的双手连琴竹（敲击
给新区创作了一首歌叫《钱塘新区真正好》，
琴弦的竹质小锤）也不能握好。怎么办？他
在琴竹底部缠上橡皮筋，和自己的手绑在一 “钱塘新区真正好，我在海塘望四方……”说

到兴处，
邵松金哼唱了起来。
这几天，为了准备参加杭州市第九届残
疾人文艺汇演选拔赛，邵松金正在加紧练
习。
“ 新区残联特地为我聘请了专业老师，购
买了高品质的扬琴、还定制了演出服，非常支
持我。现在空闲的时候多，我要抓紧时间多
练练，争取能够进决赛。”邵松金以后还打算
参加新区残疾人文化艺术团，
“ 我会继续唱
歌，继续弹琴，用音乐把我们奋斗的力量、幸
福的感受传递给更多的人。”

“百年百张”新区开展摄影作品征集活动
本报讯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全方位、多角度展示
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展示党领
导下取得的巨大成绩，展现钱塘新
区广大干部群众在党的带领下开
拓奋进的精神风貌，展示经济发
展、城市建设、创新创业、人民生活
等方面日新月异的进步，钱塘新区
策划开展“百年百张”——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题摄影
作品征集活动，欢迎各位摄影爱好
者踊跃参加。
本次活动的主办单位为党群
工作部（组织部）、社会发展局，承
办单位为钱塘新区摄影家协会，协
办单位有浙江新闻、小时新闻、杭
加新闻、
《钱塘新区报》、钱塘新区
发布。
活动主题：
“ 寻找红色记忆 记
录钱塘故事”
征集内容：
（1）
“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老照片征集：征集新区各
地建党以来的老照片，特别是展现
百年来新区人民、党员共同奋斗的
画面。让党员、群众共同回忆 100
年来的光辉历程，感受阔步走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变
迁，钱塘新区的生活正在发生着日
新月异的变化。
（2）新时代新变迁：
近年来钱塘新区在产业、经济、城
市建设、社区治理、生态环保等各
个方面取得的成果，展示新区高质
量发展成就。
（3）新区人民奋斗精
神：展示新区人在艰苦奋斗历程中
展现的“围垦精神”
“ 拓荒牛精神”
等，特别是党员干部在时代发展中
展现出来的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

在推进新区建设中展现出来的组
织力量。
征稿要求：
（1）投稿作品拍摄
地点必须在钱塘新区范围内。
（2）
投稿作品题材、体裁不限，彩色、黑
白均可，谢绝电脑创意和改变原始
影像的作品，照片可作亮度、对比
度、裁剪等适度调整。
（3）本次活动
只接受 JPEG 格式电子文件的投
稿方式。电子文件大小不低于
5M，彩色、黑白、单幅、组照均可，
组照不得超过 8 张，每组计 1 件。
（4）投稿作品需注明作者姓名、作
品标题、拍摄地点、联系电话等，老
照片须对内容作简单注解（100 字
以内）。
（5）所有投稿作品的著作
权、肖像权、名誉权等法律问题，由
投稿人自负。
（6）举办单位有入选
作品的使用权。在相关活动中使
用入选作品（包括相关画册书刊的
出版、展览、专题影视节目、专题
CD、专 题 网 站 等 相 关 非 盈 利 行
为），不再另行支付稿酬。
（7）本征
稿启事解释权归主办方所有。参
加此活动须遵守活动规则。凡参
评者，即视为其已同意本征稿启事
的以上规定。活动咨询：韩丹老师
15869119388。
投 稿 方 式 ：所 有 作 品 压 缩 打
包，作品文件名统一格式为：作者
姓名+联系电话+作品名称；
投稿邮箱：hzhangpai@foxmail.com；
截稿时间：
2021 年 6 月 6 日。
奖励设置：本次活动将征集摄
影作品 100 张，并制作画册，所有
入选作品每幅（组）稿酬 300 元。

联盟共建“和美党建”
再添
“红色能量”
■记者 余梦梅 通讯员 陆佳丽

“52 守护”
夯实家庭的基础

近日，杭州钱塘新区社会发展局
婚姻登记处联合下沙街道妇女联合
会，在下沙街道文化中心举办了一场
服务新婚夫妇的集新婚辅导、新婚咨
询、新婚许愿于一体的“52 守护”公益
活动。
记者 童志忠 摄

从家乡到新区 他用两天实现千里之外的就业
■见习记者 徐红燕
最近，家住云南的小张收到好消息——
他即将去杭州钱塘新区的企业工作。前段时
间，新区社发局组织新区 15 家企业前往云南
曲靖，先后开展了 2 场线下招聘会，通过海报
展示，派发传单等形式在当地展开招聘宣
传。小张在招聘会上初步达成就业意向，与
其他 200 余人一起，坐上了锦阳人力公司安
排的云南招工专车，驶向杭州。
“本次工作的重点之一是如何在做好招
聘工作的同时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锦
阳人力招聘部负责人表示，这次赴滇招聘他
们选择包车前往，一方面给员工集中来杭提
供便利，另一方面也能做好防疫工作。除此
之外，他们在赴滇前提前备好备足口罩、测温
计等防疫物资。同时，锦阳招聘部负责人还
说道，
“ 云南到杭州要途径很多休息区，为了
增加辨识度，我们会给每个员工发放一顶小

红帽，一件红马甲。”
“ 小红帽”队伍成为了本
次赴滇招聘的一大亮点。
通过 40 多个小时的车程，小张终于抵达
杭州，
锦阳物业公司已提前为他准备好了免费
住所。由于到的时间早，
小张简单收拾一下行
李就被专车送去企业面试。在面试成功后，
小
张在第二天上午进行入职体检，
下午进行企业
入职培训，
在锦阳人力项目专员的指导下签订
劳动合同。从抵达杭州开始，
短短两天时间内
小张就成功入职。一直以来，
锦阳人力积极思
考，
提前谋划，
作出针对性举措，
致力于劳动者
与企业之间在最短时间内实现上岗就业，
排解
这些来自全国各地劳动者入杭的后顾之忧，
构
建好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
“桥梁”
。
“云南是传统的劳动力输出大省，是一直
以来我们新区企业非常重视的招聘目的地。
这次远赴云南招聘，基本完成了我们的招聘
计划，200 名员工已经全部成功入职。其中，
为松下公司、格力电器、科力化工等 15 家重

点企业解决用工缺口 100 余人。”随着赴滇招
聘收尾工作正式结束，锦阳招聘部负责人终
于松了口气。
据悉，年后至 3 月下旬，锦阳人力已经前
往山东、云南、陕西、湖南、河南等十几个省份
开展招聘会，共招聘 1 万余人，为新区企业年
后复工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给新区源源不断
地注入着新鲜血液。取得的这些成绩，离不
开锦阳人力短时有力的这套招工模式。
随着毕业黄金就业期的到来，锦阳人力
招聘的工作还将作出针对性的调整，
“ 中、高
职院校毕业生是最能缓解我们新区企业技能
型岗位用工的群体。”下一步，锦阳招聘部负
责人表示将重点开展校园招聘会，以企业人
才培养前置，通过课件植入、冠名班、企业进
校园宣讲活动、学生进企业实习等方式进行
校企联动，同时进一步加强“政企校”等多方
合作，为新区吸纳更多的人才，为新区企业发
展提供有力保障。

前进“资深”修鞋匠：经手10万余双鞋 见证沙地人50年步履前进
■记者 沈逸柔
四季坐守尘埃里，笑看行人步态盈。修
修补补五十年，污浊双手铸匠心。在前进街
道创新路上有一个修鞋摊，摊主老汪每天早
上 7 点多出摊，傍晚 5 点收摊，风雨无阻多年
未变。老汪名叫汪凤祥，从 13 岁学会修鞋开
始，在街头做修鞋生意已经整整 50 年了。
坐到鞋摊前，打开鞋机，挂出修鞋招牌，
摆出修鞋工具，汪凤祥一天的工作就开始
了。修鞋摊小小的，支在路口，正对着停车
场。汪凤祥的左侧是老农贸市场，右侧是一
家小超市。身边往来走动的人不少，他却不
吆喝，
就静静地等着顾客上门。
“师傅，你看我这鞋还能修不？”下午 2 点
多王先生拎着一双皮鞋来到鞋摊前。皮鞋鞋

面上有深深的折痕，翻过来看鞋底磨损得厉
害，尤其是鞋子前半部分黑色的胶皮几乎被
磨完了，露出一片白色。这双鞋子王先生已
经穿了 2 年，正打算扔掉，听说街头有修鞋
匠，便拎过来看看。
接过鞋子，汪凤祥左瞅瞅、右看看，从箱
子里拿出一块黑色的胶皮覆在鞋底，侧身说
道：
“ 这样给你补一块吧，补好了就能穿。”得
到应允后，汪凤祥拿起剪子裁下一块手掌大
小的胶皮，用胶水粘到鞋底再沿着鞋子细细
剪去多余部分，用磨光机磨平鞋底和胶皮边
缘，使之与鞋子更贴合，十多分钟后一双鞋子
就修好了。
多年来和鞋打交道，汪凤祥对顾客的需
求了如指掌。无论是从前帮“老前进人”纳鞋
底、补破洞、给皮鞋钉鞋掌，还是现在帮“新前

进人”修理开胶的运动鞋、掉跟的高跟鞋、磨
破皮的皮鞋，他都能凭着一双巧手满足顾客
所需。
“刚开始的时候修一双鞋赚 5 分，一天能
赚个 7 角 8 角，比种地收入高。”回忆起从前，
汪凤祥脸上多了些笑意，1977 年他举家从新
湾搬到前进街道前峰村，把鞋机也搬了过
来。
“以前人们都穿布鞋，容易破，特别是小孩
子穿鞋穿不了多久就被顶破了个窟窿，家家
户户都要修鞋。
”
现在人们脚上的运动鞋比布鞋更结实，
而随着物质条件越来越好选择修鞋的人也随
之减少。如今汪凤祥已经成为整个前进街道
唯一一位每天外出摆摊修鞋的老手艺人。在
修鞋之余，他还批发了一些皮带、去皮器等小
物件，
随意放在鞋摊边零售。

动序幕，孩子们灵巧翻飞的动作，
变化无穷的样式，赢得了现场阵阵
本报讯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
掌声。现场活动精彩纷呈，由“忆
党成立 100 周年，迎接 2022 年亚
党史迎亚运宣传”
“ 喜迎百年党建
运会，营造充满文明活力的社区氛
演出”
“三大亚运课堂开班”等五大
围。日前，白杨街道美达社区在西
板块组成。其中共建单位浙江育
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红心向党共
英职业技术学院承接的“共绘和美
筑梦 百年征程同奋进”庆祝中国
家园”板块吸引了 30 余位党员、居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系列之“共绘
民的共同参与。大家用手中的画
和美家园 共享绿色亚运”
活动。
笔，在事先勾勒好的画面里，落下
“在‘和美党建’的引领下，共
最 美 的 颜 色 ，一 笔 笔 ，细 致 而 专
建单位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参与了
注。党员孙女士说：
“ 大家共绘家
反诈骗宣传、
共享衣架建设、
就业指
园，这种感觉很温馨，慢慢地、一点
导等活动，所以今年我们的共建继
点地看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美达
续进行，努力为辖区居民打造一个
社区。
”
红色联盟资源库，多方位服务好居
同时，本次活动还设立三大亚
民！”社区党支部书记袁丽君表示，
运课堂，手工、英语和瑜伽。居民
今年，
既是亚运筹办年,也是中国共
闫义文用黏土捏制的亚运吉祥物，
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为充分发挥党
惟妙惟肖，有很多学员都迫不及待
建联盟力量，美达社区党支部在原
地学起来。社区希望通过传统手
先共建 8 家单位的基础上，今天又
工、文化交流、强身健体等主题营
与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杭州电
造良好氛围，
为亚运助力。
子科技大学自动化青协等 5 家单
“后续和美党建联盟还将开展
位、
社会组织签约共建，
更好地实现 ‘志愿文明’
‘ 亚运风采’
‘ 环境提
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
共驻共建。
升’等系列活动，为庆祝中国共产
和美党建联盟的共建成员景
党成立 100 周年共筑梦、同奋进。”
苑小学花样跳绳队首先拉开了活
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交通银行下沙支行：党建引领 服务社区奉献社会
■通讯员 程云韬 叶伟佳
本报讯 近日，
为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交通银行下沙支
行作为大北社区
“北斗星”
大党委成
员单位，积极参加大党委组织的共
享集市活动，以党建引领，把“服务
社区，
奉献社会”
的宗旨有效传播。
活动现场，交行工作人员在人
流密集处，向社区居民发放了《远
离非法集资 拒绝高利诱惑》
《以案
说险之如何识别非法金融广告》
《姣姣伴你共成长》交行消保系列
手册，同时工作人员还耐心细致地
向居民介绍存款保险知识点，当天
共发放宣传手册等百余份，结合实
际案例讲解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诈

骗手法，提醒社区居民要提高金融
风险防范意识。此外，在清明节即
将到来之际活动，交通银行下沙支
行向社区居民发放清明团子，以保
持传统习俗，
弘扬传统文化。
作为大北社区“北斗星”大党
委成员单位，交通银行下沙支行在
活动当天党建工作认领仪式上，认
领多项党建工作任务，积极参与大
党委党建工作，
履行成员单位义务。
本次活动成功的举办，是交通
银行下沙支行走出厅堂，服务社会
的缩影，接下来，交行下沙支行在
为市民提供优质金融服务同时，将
继续推进公共服务事业发展，履行
交通银行的社会责任，用实际行动
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杭州银行钱塘支行招聘信息
综合管理部负责人 1 名（负
责财务、
运营管理工作）；
零售金融发展部负责人 1
名（负责部门重点项目的对接和
营销开拓工作）；
授信审查岗 1 名（授信业务
审查工作）；
公司客户经理 2 名；
小微客户经理 3 名；
理财经理 2 名；
综合柜员 3 名；
综合文秘岗 1 名(兼 IT）；
招聘截止时间：2021 年 4 月
30 日
基本要求：
（1）应聘中级管

理人员，年龄原则不超过 40 周
岁，一般岗位，年龄原则上不超
过 35 周岁，时间计算至招聘发
布之日；
（2）本科以上学历，有一
定的工作经验；
（3）具有较强的
专业知识和技能，能够胜任岗位
要 求 ，工 作 责 任 感 和 敬 业 精 神
强，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团队合
作意识；
（4）无不良从业记录。
联系方式：
沈女士 0571-86911587
金女士 0571-86911826
邮箱：
719705813@qq.com
地 址 ：钱 塘 新 区 金 沙 大 道
831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