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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林：能下田机耕 会空中“飞机”“土专家”很时髦

■记者 王慧敏 通讯员 苏军

“今年我自己承包田耕种了近400平
方米，另外也帮周边农场、街道种植户提
供农机插秧耕地服务。面积约5000平方
米，预计明年这个数字只高不低。”在前进
街道前峰村老林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陈建林爽朗健谈，提起田间农事的话
题，他总是侃侃而谈。

50岁上下年纪的他，因为长期日晒
风吹，肤色黝黑，陈建林经常身着白衬衫、
宽腿裤，一副典型的围垦沙地农民打扮，

“我是老围垦人了，种地就是我做了大半
辈子的事情，很有幸见证了这里的发展，
也可以说我和钱塘在一起发展。”

在许多种植户和邻居印象中，陈建
林的名字叫起来不如老林更熟稔，“我们
承包田的早晚稻插秧或耕地，都会叫他

来。老林人靠得牢，拖拉机技术更甭说
了。好多年了，一直都请他！”他的诚信
优质服务更是积攒了许多口碑。

年轻时的陈建林就在当时的前进公
社的帮助支持下学会了开拖拉机。“那时
候报名参加学习，到现在都几十年了，开
拖拉机我算是一个真正的老师傅了。”

当时的陈建林一门心思希望通过已
经掌握的农机技术，改变相对落后的田
间插秧、除草耕作方式，同时提升家庭生
活质量。2009年恰逢国家大力扶持农
业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的农机化作业助
农补贴政策。于是他和家人一合计，通
过贷款购置了两台拖拉机、一台收割机。

就这样，陈建林开始了和农机打交
道的二十年。除了给自家的承包地秧田
翻耕农作外，他也为同村的种植承包户
提供各种田间农机服务，“起早贪黑”就

是对他工作最生动的描述。
“当时正因为响应国家实现农业现

代化号召，感觉农机化作业逐渐流行形
成风尚，所以就下了很大决心。跟着国
家助农扶农的好政策，我们农民的致富
路一定会越来越宽。”现在回想起多年
前的决定，陈建林还是觉得自己很幸
运。

从一开始的第一台插秧机，接着第二
年再添置第二台，几年间，随着农机业务
的不断增加，陈建林购置的农机设备也在
不断地维修、报废、添新中，到目前老林的
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已经购置了四台久
保田拖拉机，九台专业插秧机。

“以前大多都是靠人工，现在不一样
了，田间农机作业效率高，两台插秧机来
来回回在田里一转，120平方米左右的
白地当天就能变成秧苗田了。”采访过程
中，陈建林还会不时接到一些老客户的
电话，都是想和他预定农机服务。“我们
已经忙完了早稻机械插种，下半年秋收
翻耕的活已经订满了，连明年开春的工
作都基本上排好了！”

“农忙是等不得的，万一错过了农时，
会影响作物生长产量，直接影响农民经济
收入的。”总是将满足老客户服务需求放
在第一位的陈建林，碰到紧急情况，也会
想方设法帮忙调剂。

如今，他的老林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除了服务于街道辖区本村农户，也为周边
的临江萧东、海丰等村，以及钱江农场常
年提供大面积耕作服务。

去年，老林还特地咨询农技部门专
家，投入购置了田间无人机设备。

“只要设置好具体的高度、时间密
度等参数，植保无人机就可以按要求进
行田间除虫除草喷药施肥，农业现代化
手段给我们农民带来更多方便。”前几
日，陈建林刚和儿子一同使用无人机对
自己承包的稻田进行了一次除草施肥
喷药作业，目的就是为夏粮增产增收打
好基础。

植保无人机在他俩细心操作下，稳
稳地在田地上空十余米上下缓慢飞行，
随着嗡嗡地声响，洒下一缕缕宽宽的农
药白雾，潜入了生机盎然的田间，为一株
株绿色生命带来更多艳丽和希望。

借着大力支持发展农业政策的东
风，在钱塘这片充满希望的广阔田野，老
林用勤恳踏实的脚步和汗水收获了丰硕
的果实和生活幸福。

■记者 徐红燕通讯员 戴舒莹

“小小手机虽然不值钱，但通讯录和
收藏夹里老同学、老邻居、老同事的联系
方式和海量照片对我来说却是无价之宝，
感谢王伟军师傅拾金不昧的精神，感谢公
交公司培养出如此出色的员工！”11月15
日下午3时许，市民张先生专程来到公交
3184路东沙商业中心终点站，送上一纸
手书感谢信。

2021年11月13日14时许，王师傅
结束一圈运营到达终点站，进行“一圈一
扫”工作中发现一部手机掉落在位置夹缝
中，随即交于调度员保管。张先生通过钱
塘公交热线联系到站房，不到一小时就将
遗失的手机顺利领回。“我这个手机不值
几个钱，但手机中存有大量的联络号码和
照片资料，手机丢了急都急死，我想想手
机估计是掉在公交车上了，也有可能被人
捡走了，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打热线电
话问问，没想到真的在。”张先生激动地
说。第二天张先生又来到3184公交站，
想当面感谢这位品德高尚的驾驶员，无奈
当时王师傅不在，就留了一封亲手绘制、
书写的感谢信。

感谢信上，是张先生用心手绘的荷叶
荷花，还有几行表达感谢的话语，仪式感
满满。

王伟军在结束一圈运营回到终点站，
虽没能遇见张先生，但看到这一封亲手绘
制书写的感谢信开心的笑了：“真好看，平
时捡到乘客的物品归还，乘客感谢是常有
的事情，但是像收到这样手绘的表扬信，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在小小的车厢里，每天都上演着一幕
幕好人好事，一件件正能量的小故事，它
们时时刻刻都在温暖着钱塘这片土地。

仪式感满满
一封“诗情画意”的感谢信



■通讯员 高加南 伊芳明
记者 余梦梅

“苹果香蕉沙糖桔，快递理赔是骗
局”“劲酒虽好莫贪杯，安全账户是诈
骗”“香醋生抽鲜鱼露，医保诈骗新套
路”“德芙纵享丝滑，骗子总想转账”

“咸盐莫当白糖使用，警察不做网络笔
录”……近些天，新湾苏杭情超市的货
架上，一句句“上头”标语穿插其中，几
乎挂遍了超市各类食品。这些标语不
仅读起来朗朗上口，也饱含深意。

今年9月底，新湾派出所就瞄准了

群众“菜篮子”，联合前进街道平安办打
造了钱塘区第一家反诈农贸市场，取得
了相当不错的效果。最近，新湾派出所
又将“主意”打到了群众的“购物车”里，
在辖区苏杭情超市里掀起了反诈热潮。

居民刚走到超市门口，便可以看到格
外扎眼的、硕大的社区民警照片，手里还
捧着防范电信诈骗宝典；进入超市后，几
乎每个货架都会有一句“又土又上头”的
反诈标语，任你走到哪，抬头都可见。

“这些个牌子比商品可要扎眼多
了，很多客人还特意来回转悠数牌子，
甚至还有一位客人跟我们经理提意见

说，化妆品栏还少一块！”超市员工小李
说道。自从挂上了反诈牌子，逛超市的
居民也多了一项找牌子的乐趣，甚至掏
出手机拍照分享出去。“虽然平时也看
到过很多防范诈骗的宣传，但是我感觉
这个效果最突出，关键是读起来还朗朗
上口，让大家在购物的同时，还能涨涨
防诈骗知识，是一剂很好的调味剂。”正
在超市内购物的陆先生说。

除了在超市内的商品处挂上各种
宣传牌子，每个收银台都设立了一块

“全民反诈我和你，欢迎再来苏杭情”
的标语。“别说顾客了，现在我们超市

工作人员都对反诈宣传十分感兴趣，在
自我防范的同时，我们还都讲给了家人
朋友知晓，而且我也会在客人结账的时
候不忘提醒一句：注意防范诈骗哦！”
超市收银员小王说道。

“我们时常会想出一些新颖的点子，
加深大家的印象，让大家提高防范意识，
之前潘SIR打造了钱塘第一家反诈农贸
市场，我就借鉴方法，想着打造一家反诈
超市，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现在年关
也近了，逛超市的人肯定会越来越多，没
想到效果跟预期一样的好。”社区民警田
刚强说。

一大波“上头”标语来袭

钱塘区第一家“反诈超市”出炉

■记者 李林蔚谭敬 通讯员 高赟栋

为了深入推进下沙街道消防宣传月
专项整治行动，贯彻“落实消防责任，防范
安全风险”主题口号，全面检验微型消防
站运行管理水平，提升各社区初期火灾应
急处置能力，11月19日下午，下沙街道第
四届“119”消防技能比武竞赛在下沙文化
中心广场拉开帷幕。

下沙街道区域发展办公室团工委书
记作开幕致辞后，“119”消防技能比武竞
赛正式开始。本次运动会由20支社区
微型消防站代表队参加，共分三个项目
进行比赛，分别是“十万火急”、水带保龄
球和微型消防车实战救援操作比拼。在
比赛项目中，选手们一系列动作快速连
贯，有条不紊，将平日训练的消防技能水
平表现得淋漓尽致，赢得现场观众的阵
阵喝彩。

“十万火急”项目中，来自滟澜社区的
参赛选手吴四青以最快的速度获得了第
一名。水带保龄球项目中，来自头格社区
的参赛选手章杨旗以熟练的抛水带动作
击倒了8个水瓶，成功地获得了第一名。
微型消防车实战救援操作比拼中，头格社
区凭借团队的默契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
模拟救援。最终，头格社区微型消防站代
表队凭借熟练的技巧、默契的团队合作精
神，荣获团体总分第一名，高沙社区与滟
澜社区微型消防站代表队分获团体第二
和第三名。

此次消防技能比武过程将趣味与实
战结合，通过以赛促训、以训促战，进一步
扎实了实战技能，而且全面提升了各微型
消防站火灾扑救工作的组织、逃生和处理
能力，为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提供了坚实的消防基础。

比赛结束后，下沙街道区域发展办公
室将结合此次比武情况，要求各微型消防
站通过比武竞赛，寻找自己的优势和不
足，不断审视自己，并在以后的训练和学
习中，不断总结经验，改进自己存在的缺
点和不足，为街道整体火灾形势稳定出一
份力。

下沙街道举行第四届
消防技能比武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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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婕

22日14时26分杭州解除寒潮蓝色
预警，但降温如换季的大戏依旧在上演，

“低温”“霜冻”“落叶”，直接让大家感受
到了冬天的气息。据杭州市气象台消
息，24日早晨最低气温仅3℃，有霜冻，
白天最高气温 15℃，平均相对湿度
60%，可以说杭州一只脚已经踏入了冬
天的大门。

随着冬季的脚步越来越近，气温降
低对电动车、自行车出行者的影响较为
明显。在高沙路路段，不少骑行电动车
出行人员使用围巾、手套、帽子、口罩、挡
风被防寒……这些物品在挡风御寒的同
时，也给电动车出行带来了危险。电动
车驾驶人员和自行车骑行者在出行时，
一定要做到安全第一，不逆行、不闯红
灯、不占用机动车道，避免各类交通事故
的发生。

据区农业专家施柏祥介绍，2本次寒
潮，威力属于“正常”范围内，已于22日解
除寒潮蓝色预警大家无需过于担心。但
受低温和霜冻影响，农户应做好农作物的
保暖工作，尤其需要注意蔬菜防冻。增施
有机肥、做好农作物盖膜工作不失为有效
的防冻、防寒手段。做好畜禽养殖防寒工
作需做到增温保暖，保持畜禽舍地面干
燥，减少或停止栏舍冲洗，减轻舍内湿度；
在栏舍地面加垫料，多垫干草、谷壳或锯
木屑，不让畜禽睡卧在潮湿阴冷的地方。

同时及时做好饲料、饲草，增加储备，保证
畜禽采食充足。

寒潮来袭，气温不断下降，为进一步

巩固钱塘园林绿化成果，确保苗木安全
越冬，工作人员按照冬季绿化树木养护
特点，对景观树木、行道树进行刷白作

业，用草绳捆绑树木，进行裹干，为树木
披上越冬的“棉衣”，保证来年苗木更好
地生长。

最低气温逼近零度 钱塘开启“速冻”模式

风骤落叶多，大风降温天气，使得道路两侧行道树落叶量大增，给环卫道路保洁带来不小压力。 记者 童志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