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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沈逸柔

“请戴好口罩，出示健康码。”近日，河庄街
道美辉超市老板潘国帅拿着一把额温枪在超
市门口当起了“守门员”,严格实行亮码、测温、
戴口罩的防疫措施。遇到没戴口罩的顾客，潘
国帅都会微微侧身，展示出贴在门口的防疫相
关温馨提示，再从一旁的货架上拿出一只口罩
递给对方。“戴上吧，不要钱。”

今年8月全球疫情持续发展，国内出现
多点散发疫情，如何筑牢疫情防线再次成为
人们关注的焦点。钱塘各商业场所严格按
照疫情防控要求，落实戴口罩、测温、亮码、
消杀等重点防控措施。美辉超市从本月月
初开始向顾客免费发放口罩，至今已有10
多天时间，发放约4000只。“刚开始不戴口

罩的人比较多，一天能发700-800个，后来
大家都戴起来了，每天发的就少了。”潘国帅
告诉记者，为了应对疫情，他先后准备了
7000只一次性口罩，除了超市之前售卖口
罩留下来的库存，剩下的都是最近紧急购买
的。

“我们刚从汽车上下来，没戴口罩。”“就
隔壁工地的，来买瓶饮料。”短短15分钟时
间，潘国帅就送出了3只口罩。“都到门口了，
让大家再回去拿口罩不方便，也不安全。”每
天傍晚4点到8点，是潘国帅最忙、送出口罩
最多的时候，顾客进出频繁，小店的门帘被掀
起了一次又一次。有人步履匆匆，被潘国帅
拦在门口面色不虞，潘国帅也依旧好脾气地
劝说他们戴上口罩。

“我来钱塘12年了，对这里比山东老家

还熟悉。”对潘国帅而言，钱塘是他的第二故
乡，守好超市的大门，就是对防疫工作最大的
支持，他愿意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钱塘疫情
防控助力。

一只口罩一份职守一份爱心

超市老板送出4000份“善意提醒”

■记者 徐红燕通讯员 翁桂芬

身穿粉色泳衣，在宽敞的泳池里，蛙泳、
仰泳、蝶泳、自由泳……11岁的高晨希，自由
切换，仿佛一条小小的“美人鱼”，在水中漫
舞。高妈妈拍摄下的这段51秒的短视
频，在学习强国杭州学习平台上火
了。

高晨希是杭州市下沙第一
小学405班的一名学生，起初为
了锻炼身体去学游泳，高妈妈
却意外发现了女儿的天赋。“她
很小的时候就爱玩水了，长大一
点了跟着我们一起来泳池，小家
伙就忍不住往水里跳。”高妈妈笑着
说。

为此，高妈妈决定请一名教练，给女儿
报游泳兴趣班，好好教高晨希游泳。除此之

外，高晨希还上舞蹈课和钢琴课，高妈妈坚
持只要孩子喜欢学就放手让她去做。所有
的兴趣班，都是高晨希自己喜欢的。“但孩子
毕竟还是孩子，经常一时兴起，往往坚持不
了多久。”这堂游泳课，高妈妈也是抱着这样

的心态，但高晨希却在不知不觉中坚持
了三年，并且学会了多项游泳“技
巧”，成了名副其实的“炫技”小达
人。

对于天生爱水的高晨希来
说，初学游泳也并不容易。“练
习换气的时候，教练让我们憋
气，我经常会被水呛到。”如今，

游泳池成了高晨希最喜欢去的地
方，认识很多好朋友，一起举行趣味

小比赛；有爸爸妈妈和哥哥“保驾护
航”，小小美人鱼，在这里度过了美好的亲子
时光。

“妈妈，我以后也要争取拿奖牌。”高晨希
对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很关注，通过电视
看到中国运动员站上领奖台，国歌奏响时，高
晨希的眼里闪着光。当被问及以后是否会从
专业游泳方面培养女儿时，高妈妈笑着说：

“我们充分尊重孩子的想法，会全力支持她做
想做的事。”

高晨希家里良好的家庭氛围也感染了
很多人。每到寒暑假，高妈妈就会带着两
个孩子出去旅游，读万卷书不如万里路，在
高妈妈眼里，开拓孩子的眼界很重要。与
此同时，她和孩子站在平等的位置，扮演着
孩子最信任的朋友，交换着生活的“小秘
密”。

“我要努力学好英语，等杭州亚运会举办
的时候，我想当一名志愿者去帮助远道而来
的外国朋友”。“小美人鱼”高晨希，在今年还
有了一个新目标。

“小美人鱼”水中漫舞为杭州亚运会加油
■记者 王慧敏

“雅琴，你在家吗？我们带着
饺子来看你了！”日前，前进街道三
丰村妇联和巾帼志愿服务队的成
员们自发结队上门，提着亲手制作
的美味水饺，笑容洋溢地来到了村
民曹雅琴家里。

据了解，曹雅琴是一名重度残
疾的妇女，也是三丰村妇联重点关
注帮助的对象，除了常规性的发放
补助及定点帮扶，该村还积极组织
志愿者到她家走访探望。

见到志愿者们，曹雅琴的母亲
欣喜地招呼大家落座，一旁坐在轮
椅上的曹雅琴则牢牢握着志愿者
的双手，不善言谈的她以这样的方
式表达自己浓浓的感激之情。“我
们来看看雅琴最近的生活情况，顺
便给你们送点饺子！”志愿者把带
来的已经蒸好的饺子分盘装好，端
给曹雅琴。“饺子热腾腾，心里也热

腾腾。”曹雅琴的父母激动地说。
像曹雅琴这样的困难妇女群

众，在三丰村里还有几名，该村妇
联和巾帼志愿者们提前准备了包
饺子的食材和工具。当天，大家
将几百个“温暖牌”手工水饺包
好，一一送到几位困难妇女家里。

饺子象征团圆，就好比人心聚
在一起一样。为残疾妇女送去的
不仅仅是饺子，更是一份关爱和信
心，志愿者们不仅仔细了解她们的
生活情况，叮嘱她们遇到困难要及
时向三丰村妇联组织求助，还贴心
地把饺子分装好，放进冰箱冷冻，
方便她们以后食用。“未来，三丰村
妇联会始终坚持用心用情服务妇
女群众，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充分
发挥妇联干部、巾帼志愿者等作
用，利用妇女同志的热心和细心，
深入开展巾帼志愿服务，让党史学
习教育更加入民心。”三丰村妇联
负责人表示。

发挥“她力量”点亮“她生活”

郑建江：湿地守护者赤子公益心

■记者 张华颖

这是一张像素不太高的照片，
照片里清澈的的湖水倒映出一片
郁郁葱葱的芦苇，似有一阵微风吹
来，水面泛起了波纹，远处的植物
也正随风摆动。这是大江东绿色
生态公益组织发起人郑建江的微
信头像，头像里的这一片土地是他
这几年来付出最多时间和精力的
地方。

“我的头像是我们钱塘区的临
江湿地，照片是几年前拍的了。”郑
建江与临江湿地的故事还要从一
次摄影说起。“六年前，我和朋友来
临江湿地这里取景拍照，在摄影的
过程中，发现不论从哪个角度取
景，都会拍到拿着工具的捕鸟人。
最后只能败兴而归。回来之后我
脑海里就萌生了一个“任性”的想
法——组建一个公益组织，保护这
些野生小动物。”

之前多年从事环保材料生意
的郑建江在生活中结识了不少环
保人士，在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商量了之后，大江东绿色生态公益
组织就“开张”了。发起一个公益
组织不比做生意，这是一个注定付
出多于回报的事。除了购买价格
昂贵的专业设备，也要花费很大的
精力。

“劝导和沟通是最难的。”临江
湿地规划面积约53.8平方公里，是
杭州最大的沿江滩涂湿地。由于
地处偏远，六七年前临江湿地的监
管力量难以全覆盖，捕捉野生动物
行为非常普遍，一些以捕鸟为生的
人非常擅长与监管部门打“游击
战”。“对于我们的劝导，这些捕鸟

人非常反感，充耳不闻。我们只能
一边劝，一边去芦苇丛里找他们布
下的捕鸟夹等工具。”郑建江说，捕
鸟人们时常对他们恶语相向，有几
次还闹到了派出所，甚至还有人找
上了他家。“听到他们骂得那么难
听，心里觉得很委屈；闹到家里，对
家人造成了影响，我心里也是说不
出的愧疚。但是一想到那些受伤
的鸟类、野生动物，它们被捕时悲
伤的叫声，我想忍忍就忍忍吧。”

顶着压力一路前行。郑建江的
坚持感动了身边很多人，一开始的
六人队伍慢慢开始强大，现在大江
东绿色生态组织已是一个拥有500
多名志愿者的钱塘野生动物保护大
家庭。平日里，大家按照各自时间
和意愿参与辖区内巡逻与劝解。

“随着我们钱塘区对环境与野
生动物保护的加强，像几年前大规
模的捕鸟基本上没有了。”郑建江
说，近几年来，劝解过程中，群众的
配合度也越来越高。他们的工作
重心也逐渐从劝导查处转为野生
动物救治。

今年夏天的台风“烟花”，让临
江“鹭鸟天堂”里的小鸟们受伤严
重。在台风过境后的第一时间，郑
建江和志愿者就前往现场对小鸟
们进行了救治。“这几年来临江的
鸟类越来越多，里面有很多珍贵的
鸟类，但这次台风影响的时间长，
一些小鸟翅膀还没长全，不防水，
摔到地上就很难扛过难关……”郑
建江在谈到受伤小鸟时不自觉放
慢了语气，言语间充满了怜惜，这
次在台风过后他们成功救助了20
多只，但他仍觉得自己做的不够
……

从2016年到2021年，郑建江
所说付出在公益上的时间大概占
据了生活的百分之七十。看着志
愿者队伍越来越庞大，来到临江的
鸟类越来越多，大家保护环境的意
识越来越高，他觉得六年前那个

“任性”的决定很值得。

我 要 夸 夸 你

1、处于商场、超市、电影
院、会场、展馆、机场、码头和酒
店公用区域等室内人员密集场
所时。

2、乘坐厢式电梯和飞机、
火车、轮船、长途车、地铁、公交
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时。

3、处于人员密集的露天广
场、剧场、公园等室外场所时。

4、医院就诊、陪护时，接受
体温检测、查验健康码、登记行
程信息等健康检查时。

5、出现鼻咽不适、咳嗽、打
喷嚏和发热等症状时。

6、在餐厅、食堂处于非进
食状态时。

需戴口罩的场景和情形

本报讯 为应对极端天气引
发的突发情况，近日，钱塘消防大
队深入辖区地铁站点开展消防安
全专项检查。

期间，大队监督执法人员按照
辖区分管，分别深入每个地铁站
点，逐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重点
对地铁站点内疏散通道、安全出
口、消防设施设备、防火分隔、易燃
易爆危险品存放使用、消控室、站
内等方面进行仔细检查，对员工消
防设施设备熟练操作情况进行了
抽查。针对检查出的问题提出整

改意见，并要求地铁站点严格落实
主体责任，加强日常巡查检查，及
时整改隐患，提升火灾防控能力，
严防发生火灾事故。

此次检查，大队共检查地铁
站点20个，发现隐患16处，均已
提出整改要求，正在落实整改
中。通过此次检查，有效消除了
地铁站消防安全隐患，进一步提
升了地铁站点消防安全管理，为
确保辖区地铁领域消防安全形势
稳定奠定基础。

（顾亚方 余梦梅）

钱塘消防大队深入辖区地铁站点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

■记者 徐红燕通讯员 丁国寅

8日下午2点半左右，钱塘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义蓬执法队队员王成和队友正开展日常
巡逻，突然间他们看到义盛路一楼屋内冒出
浓烟，两人当机立断冲向火灾现场。

在救火时，王成听到屋里传出了断断续
续的呼救声，面对越发猛烈的浓烟，王成和队
友来不及多想，他们拿下口罩，用矿泉水打
湿，捂住口鼻，钻进了浓烟之中。

冲进屋内，王成才发现火势起源于地下
室，呼救的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老人的家
人都在外上班，只有老人独自在家。老人倒
在一楼楼梯的位置，由于吸进浓烟，几乎动弹
不得。王成背起老人往外面转移，在热心群
众的帮助下，老人被安全转移。王成搀扶老
人坐在椅子上，并疏散一旁的群众，让老人呼
吸新鲜空气，安抚老人情绪。直到老人家人
赶回来，消防车辆到达现场进行救援，王成这
才放心，他和队友两人随即默默地加入到维
持现场秩序的队伍中来……

在义蓬执法队工作7年里，像这样的事
情对于王成来说经历了很多。街道流动摊

贩检查，晚上夜宵巡查……工作中的王成认
真负责，他说，自己在这个岗位，就要爱这个
岗位。

对于王成来说，管理辖区日常琐事并不
难，难在连续上夜班挑战身体极限。每天下
午5点，是王成上班的时间，随后便和队友每
隔两个小时进行一次巡查，直到第二天早上
8点，他才正式下班，成为真正的黑夜“守护
者”。如今，39岁的王成因为连续上了四年
夜班，已经有了很多白头发。他笑
着说：“以前没有白头发，最近
几年头发白的很快，感觉是不
是老了嘞。”

这个月，王成轮到了白
班，也就遇到了浓烟中救被
困老人的事情。直到现在，
王成还在努力“倒时差”，习
惯了夜班的他，回归正常作息
了反而睡不着。“有的时候凌晨
两点就醒了。”

于王成而言，他是千千万万执法队员中
的一员，也是满怀善良的一个缩影，在岗位
上，行至善之事。

危急时刻他奋勇背出受困老人
浓烟中的身影真美！

8月15日，几日强降雨后，前进街道前锋村农民抓住天气转阴的
时机，对480亩蔬菜地进行喷雾除草，以便在天晴后及时播种青菜种
子，争取早日供应淡季蔬菜市场。 通讯员张祥荣 摄

抢时除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