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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圈”
“服务圈”
“社交圈”营造“老友幸福圈”
■记者 邹冉
走进白杨街道云涛联合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的舞蹈室，75 岁的周大伯和老伴刘阿姨正在欢快地
跳舞。
“ 有了这个活动场地，我们的生活又有了新奔
头。”
老人的幸福和满足溢于言表。
周大伯和老伴刘阿姨居住在碧桂园小区。2017
年，周大伯经历了一场手术，身体欠佳。一天，他和
老伴散步经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的舞蹈教
室，看到不少老年人在里面排舞，心里便有了光。从
那时起，两位老人便开启了舞蹈生活，几乎每天都牵
手同行。四年来坚持跳舞健身，让他们不仅收获了
好身体，也交到了很多好朋友。
这只是云涛联合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开
展为老服务的一个缩影。作为杭州市示范性老年友
好型社区，来这里活动的老年朋友络绎不绝，每天都
上演着白杨新时代的
“老友记”
。
立足安全性便捷化，打造舒适“生活圈”。在云
涛联合社区，小区电梯、无障碍坡道、公共休息座椅
等设备配套规范，社区道路平整顺畅，照明设施完
善，周边公厕设置有无障碍通道和无障碍厕位，便于
老年人出行。社区周边设有口袋公园，风景优美、空

气清新，
为老年人提供了良好的休闲娱乐环境。
此外，社区还定期开展消防安全“敲门守护”行
动，
上门为独居、空巢等特殊老年群体提供家庭用电、
用气安全检查，为 70 周岁以上老年家庭购买家电统
保服务，
并免费上门维修家电，
为老年人创造安全、便
捷的居家环境。
聚焦专业性精细化，打造贴心“服务圈”。云涛
联合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占地面积 549.53 平
方米，设有康复区、活动区、生活区及办公区，功能配
套齐全。中心实行“长者信息登记制”，根据存档信
息为老年人开展各类活动、提供后续服务，并配备养
老服务专员，为老年人提供日常陪伴、代购代买、法
律维权、医疗保健等服务。
社区每月会组织“长者生日会”，让“老友们”感
受集体生日的气氛，分享生活的快乐点滴，讨论小区
治理的大小事。为提升老年人精细化服务，社区通
过“条线+网格”的模式，帮助老年居民实现了 66 项
业务办事
“一次都不用跑”
。
彰显时代感个性化，打造丰富“社交圈”。为丰
富老年人生活，社区还在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开
设了老年大学教学点，年均招收学员约 120 人，开设
有乐器、音乐、舞蹈、太极、书法等课程。除了固定的

教学课程外，社区还邀请辖区有特长的老年人担任
老师，便于同龄人之间沟通交流，实现“教学相长”的
互动局面。
此外，给老年人赋能，实现“助人自助”，也是云
涛联合社区老年服务的特色。社区积极鼓励“老友
们”投身社区公益事业，成立了“护绿小队”
“ 云下夕
阳”等社区银龄志愿者队伍 5 个，发动他们在基层自
治、环境美化、便民服务等方面贡献力量。
老年人群体关爱帮扶项目是今年街道的七大民
生实事项目之一。今年以来，街道通过加大养老中
心的运营投入，办好老年食堂，依托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加强对老年人的健康关怀等多项举措，提升辖区
老年人的生活品质。接下来，街道各社区将进一步
链接资源、提升环境、搭建平台，为辖区新杭州“老
友”们融入新环境、适应新生活、重塑归属感创造良
好条件。

随手拍！
前峰村墙绘
“妆点”
美丽家园
■记者 王慧敏
你记忆里的乡村是什么样的？是红墙绿瓦，阡陌
交通？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美丽乡村遇上了手
绘墙画，原本平淡无奇甚至有些斑驳的院墙会焕发怎
样新的生命力？
窗户里的功夫熊猫、稻田里的拖拉机、啃玉米的
松鼠……日前，前进街道前峰村村民们惊喜地发现，
村里多了数面“会说话”文化墙，一幅幅漂亮的文化
墙，一组组有趣的人物画，清新靓丽，引人入胜，在“诉
说”着村里的新变化同时也将村庄点缀得更加美丽，
让人感觉温馨和谐。
“这些画很好看，颜色也亮眼，我朋友来做客，都
说羡慕我，家门口就有这么好的景色！”村民老杨笑呵
呵地告诉记者，现在这些新墙绘已经成了“热门打卡
地”，
“这些既提升了村里的村容村貌，也展现了大家
越来越好的生活条件和环境。”
以墙为布，绘美乡村，只见以“围垦精神”为主题
的墙绘中，老老少少挑着扁担，将泥土运送到江岸
边，蓝蓝的江水中，已经出现了大片的土地。
“在那个
艰苦的年代，我们的祖辈父辈们用最原始的工具，在
最艰苦的条件下，干了一件最有理想的大事。”小小
的墙绘，将过去的村庄建设发展历程记录保留，夯实
了村民的精神文化家园建设。
一墙一风景，一墙一阵地，绘制文化墙，让墙壁
“说话”，是前峰村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新做法。
“通过
绘画上墙，让新一代的年轻人更直观形象地了解、熟
悉家乡文化，让前峰村的乡村文化可以重新焕发生
机。”前峰村相关负责人表示，墙绘的创作，不仅扮靓
了村居环境，营造了“讲文明、树新风”的良好氛围，也
让广大村民在潜移默化中感受精神文明建设新风尚，
弘扬农村文明健康、积极向上的文化风气，从而助力
美丽乡村建设。
乡村振兴建设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下一步，前
峰村将致力把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治理的美丽种子洒
落在村里每个角落，并生长为越变越美的生活环境，
稳步推进乡村振兴行动，让乡村文化更具活力，村民
精神内核更加丰富，社区生活更加舒适，使“村在景
中，
景在村中”
变为现实。

1700 盏灯点亮了家点暖了心
■记者 张华颖

沪风杭韵沙地味
义蓬街道头蓬老街曾是当地最繁华之处，有“小上海”之称，是不少沙地人的童年记忆。近年来义蓬街道对老街进行改造，规划
好、保护好、利用好有围垦特色的老街老建筑，
如今的老街颇有“沪风杭韵”的雅致。
通讯员 彭奎

13692，蜀南村的
“幸福密码”
■记者 竹滢艳 通讯员 平碧莹 高迪娜

“‘13692’红色网格工作法充分发动党员力量，让党
员下沉到村民群众中，根据村民诉求制定蜀南村工
在今年召开的蜀南村户长大会上，蜀南村党
作计划，再递交村民代表大会决议，实现村庄治理
总支书记童建中向村民们公布了一组数据，描绘
人人参与。”蜀南村相关负责人说。
了一张蓝图：2020 年，蜀南村实现集体收入 1800
蜀南村还邀请了高校、国企、银行等 8 家成员单
万元，向村民发放各项福利 700 余万元；2022 年，
位成立了“青山聚大党委”。
“ 一些重大项目，我们会
蜀南村留用地将动工兴建，两栋蜀南村商务中心
邀请各位专家进行商议，以获得更为专业的意见建
楼将在一年后将拔地而起，预计每年创收 400 万
议。”据蜀南村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受到道路征
元左右……这一串数字离不开蜀南村建设清廉村
迁和退林还耕的影响，蜀南村集体经济增长遭遇了
居释放的发展能量。
瓶颈。
“ 捂着钱袋子，攒利息过日子终究得不到太大
1 个党支部、3 个网格支部、6 个党小组、92 名党
的回报。”童书记说，今年他们做了一个大胆决定
员，这是蜀南村特有的“13692”红色网格工作法。 ——开发村级留用地，建设商务中心楼。
“ 我们邀请
“拆迁以后，还能自己搭棚办家宴吗？”
“ 能够建一个
了‘青山聚大党委’提供专业意见建议，完善建设方
停车场，解决停车问题吗？”
“ 村里的篮球场塑胶剥
案，并考察了多个成功开发留用地的村社，最终确定
离严重，何时修缮？”在固定主题党日活动上，蜀南
了项目方案。
”
村的党员同志们反馈了多条村民意见诉求。
项目方案确定后，何时办？谁来办？走进蜀南

村清廉村居文化长廊，一块廉洁公示栏上展示着蜀
南村当前重大村级工程及事项的相关介绍、进展情
况以及预计完工时间。
“ 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对
内容进行更新，让村民能够及时了解项目的进度。”
打开“清廉蜀南钉钉圈”，村级银行日记账、小微权
力监督、项目进展情况……一条条账目清晰陈列于
眼前。
“ 除了在党建长廊和村务公开栏里公示这些
数据以外，我们还会在钉钉圈上发布账目和项目进
展，确保每一位村民都清楚村财政情况，并通过‘村
民之家’
‘ 党员之家’
‘ 妇女之家’等微信群收集各类
意见。”
扬清廉之风，传清廉之音。蜀南村党总支坚持
事事透明化，费用、过程、负责人全部公开，突出制度
固廉、监督护廉，规范小微权力运行，涵养蜀南廉洁
文化，增强基层党员干部廉洁履职能力，推动党组织
领导的基层自治、法治、德治深度融合。

龙鳞装：把大千世界
“折”
进书里
■记者 谭敬
“鱼龙潜越水成文”，龙鳞装是一种上千年前的
书籍装帧技艺，最早始于唐代中叶，多用于寺庙经
文、宫廷文书的装帧，原是一种“贵族”才能享用的装
帧技术。随着线装、订装以及胶装等装帧方式的陆
续出现，这项独特的装帧工艺由于工序繁多、制作时
间长而逐渐湮没。目前国内仅有少数人掌握该技
艺，浙江仅见于杭州市钱塘区的浙江华人数码印刷
有限公司，该公司的总工程师张毅便是这一技艺的
传承人。
张毅早前在江苏新华印刷厂学习印刷技术，工
作期间结识了近代书画家庄希祖，了解到龙鳞装技
艺，非常感兴趣，于是向其拜师学习。之后的日子
里，张毅凭借印象制作完成小样，通过阅读相关书籍
一点点摸索，
才渐渐掌握了这项高难度装帧技术。
据张毅介绍，龙鳞装的装帧工艺较为复杂，要经
过版式设计、挑选排列、加湿、裁切、折页、装裱册页、
成卷扎带等好几个工序，每道工序环环相扣，容不得
半点马虎，一般每两卷龙鳞卷需要三天时间才能完
成。制作龙鳞卷的材料也很有讲究，张毅摩挲着眼
前的作品《大悲咒》告诉记者：
“这卷是用富阳竹纸做
成的，这种纸存放时间长，而且摸起来质地绵柔。”
从外观上看，用龙鳞装技术装订的书卷与普通
卷轴画并无太大差别，不过等到画卷全部舒展开后，

其独特之处便体现了出来。页张边缘有规律的翘
起、整齐地排列在一起，犹如鳞片一般。
“整个卷轴展
开后，首先可以看到页面里的精美文字内容，用书拨
逐页翻看，龙鳞左倒是一幅画面，右倒又是另一幅画
面。而且它遇风灵动，风一吹，可以听到页张互相碰
撞发出的哗哗声，所以坊间也叫它‘旋风卷’。”公司
负责人介绍。
2014 年，龙鳞装技艺被列为第五批杭州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但是如今这项技艺鲜
为人知，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更好地认识和接受这
一传统文化，张毅做了一些龙鳞装与现代艺术相结
合的尝试。
“ 最近有个大学生社团找到我，说他们有
一个叫做‘凉风有信’的手绘作品，讲述的是扇子的
兴衰史，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于是我们合作把它改做
成龙鳞卷，
现在正在进行版式设计。
”
当被问及是否考虑过找一个徒弟将这项技术传
承下去，张毅笑着说道：
“ 公司里有两个年轻人对龙
鳞装很感兴趣，我就手把手教他们怎么做，还是希望
这项技艺可以传承下去。但这毕竟是一种小众艺
术，有人能够看到并喜欢欣赏，
这就够了。
”
正如浙江华人数码印刷有限公司负责人说的
那样，
“ 我们的企业文化是‘传递生活真善美’”，龙
鳞装也承载着一部分人对艺术的渴望，对美好的
追求，对生活的向往，希望更多人可以看见它，喜
欢它，甚至传承它。

记者 马晗聪 摄

楼道灯亮起来，心情也‘明亮’起来了！”近日，租
住在临江街道临江佳苑小区的罗女士发现小区楼道
里新换上的灯，用脚步声便可“唤醒”。回家最后的一
步不必再
“摸黑”
。
临江佳苑小区建成于 2003 年，近几年来，由于设
备老化，从前统一安装的开关式楼道灯时常出现灯光
昏暗、不亮的情况，居民晚上出门很不方便，尤其是老
人、孩子容易摔伤，
存在安全隐患。
今年 10 月，临江佳苑小区居民代表通过“比临
议事厅”反映了该情况，希望社区能尽快帮忙解决。
临江佳苑社区居委会在收到居民反映后，第一时间
组织工作力量在夜间对小区 69 幢单元楼进行了摸
排，发现小区中有 159 个单元楼道灯有不亮，大部分
灯光昏暗。
在广泛征求居民意见之后，社区对小区楼道灯进
行了统一更换。半个月后，小区楼道 1700 余盏感应
灯通电成功，明亮的回家之路获得了居民的点赞。
“装
了这个灯亮堂又省电。我们这里老人多，这样晚上出
门方便多了。
”
居民高兴地说。
临江佳苑社区负责人介绍，去年开始小区已基本
完成老旧小区改造，今年正在对楼道灯、公共晾衣架
等细节处进行提升。除了楼道灯，此次社区将小区内
路灯同时进行了更换，
让回家之路更加明亮。

“内外兼修”
新湾街道推进雨污分流改造
■见习记者 卢楠 通讯员 章坚锋
近日，在新湾街道金凌蓝色港湾的小区门口，总
能看到这样一群人的身影：他们有的拿着图纸，有的
拿着各种工具材料，还有的操作着挖机……一派热闹
的施工景象让不少街边商户及居民好奇驻足。
这只是新湾街道“污水零直排区”建设的一个
缩影。早在 2018 年，街道就已率先将江南岸小区
作为“污水零直排”试点，对小区实施管网改造，小
区居民的阳台水彻底实现了雨污分流。2019 年，
街道更是对金凌花园等小区以及学校、医院等地的
管网都进行了改造。也是因为这一次次的改造，奠
定了街道要把新湾“污水零直排”这个事情继续做
下去的信心。
据街道工作人员介绍，很多小区外的商铺由于没
有完全细分成雨水管道和污水管道，极易导致雨污合
流现象。污水一旦排入雨水管道，则会随雨水一同流
入辖区河道，对河道的水质产生污染。因此，雨污分
流工程刻不容缓、势在必行。
“这次对‘金凌花园、致远路、蓝商路污水整治工
程’从 8 月份就开始进行实地勘测，并借助清淤疏通、
CCTV 或 QV 检测、物探等手段摸清管网现状，通过
现场测绘、污染源追踪后汇总整理出具成果调查报
告，这样的目的是彻底理清管网底账和污染源情况，
能对地下各个管道情况了解得很透彻。”街道工作人
员表示。据了解，此次改造，将花 3 个月左右进行完
工，改造的路段由蓝商路一直延续到商铺。这次改造
用挖掘机开挖沟槽，由工人回填土方，尽量加快工程
进度，
减少对居民及商铺的商户的影响。
接下去新湾街道将陆续对宏波村、共兴村、新
南村等 22 个终端进行提升改造，并会对每一个已
经完成“污水零直排”改造区域安装实时水质监测
设备，监控系统等信息化设备，对水污终端进行智
能化管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