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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武佳奇

“刘大哥，听说你们小区最近在加
装电梯？”“是的，已经在施工，还是很期
待的。”近日，加装电梯这件事成了白杨
街道邻里社区邻里中心小区居民的热
门话题。

眼下，一场“蝶变”正在白杨街道邻
里社区发生——以“蓝领公寓社区化，技
术工人市民化”为导向，邻里社区正在向
新时代技术工人未来社区迈进，努力打
响“奋进在钱塘，安居到邻里”的共富“金
品牌”。

电梯加装这一举措，将大幅提升居民
的幸福感，也让共同富裕的成色更足、底
色更亮。

“一键直达”人居环境直线上升

邻里社区是杭州市首个专门服务外
来务工者的新型社区。辖区共有邻里中
心、东尚国际寓所、和达自由港3个小区，
集聚了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近
万名产业工人。其中，仅邻里中心小区就
居住了矢崎配件等30余家企业的6300
余名工人。

邻里中心小区于2003年建成，共有
15幢大楼、30余个楼道，总计1474套住
房，目前入住率达98%以上。因建成时间
早，小区内有三分之二的楼幢没有安装电

梯。“虽然我们这儿大部分楼幢不是高层
建筑，但有居民反映生活中有很多不便的
地方。”社区负责人说，加装电梯逐渐成为
小区居民的共同心愿。

自今年2月底提出小区加装电梯项
目后，邻里社区便紧锣密鼓地忙碌起
来：召开商管、物业、企业代表的座谈会，
上报街道，对接设计施工单位……在多
方沟通协调下，各类问题都顺利得到解
决。目前，小区5幢、9幢已开始建设施
工，预计5月份即可完工。而后，邻里社
区还会将电梯安装项目辐射至辖区其他
小区，实现全覆盖，让更多居民享受电梯
带来的便利生活。

安居邻里 未来社区基础牢

作为杭州市第一个全部由流动人口
组成的“独特大家庭”，邻里社区的居民都
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新杭州人。一直以来，
社区不断提升服务品质，努力为辖区“追
梦人”打造舒适宜居的温馨家园。

成长驿站、共享厨房、梦想剧场、美食
广场……社区建成了2000平方米集社区
管理、便民服务、文化体育等于一体的社
区综合体。这些“一站式”综合服务设施，
让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便捷
的公共服务和生活服务。

此外，社区通过建立“邻里社区学
院”、开展“邻里百家宴”、成立文体社团、

组建志愿服务队伍等方式，为居民打造精
神富裕的平台，让他们拥有一个更加舒适
的生活空间，也借此提供了一个学习文明
礼仪、文明互助等文明知识的平台。居民
们纷纷表示，社区搭建的志愿服务平台正
逐渐成为展现人生价值的重要舞台。建
设未来社区、打造共富样本，邻里社区具
有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

绘好“共同富裕”精美画卷

接下来，邻里社区将以“共同富裕”
为主轴、扩中提低为牵引，提质优能，努
力打造符合技术工人美好生活新需求的
省级未来社区特色场景，科学构建新时
代共同富裕示范社区建设机制，做优打
响“奋进在钱塘，安居到邻里”的新样板、
金品牌。

“扩中”怎么扩？技能培训、提升学
历是关键一招。作为中等收入群体的重
要组成部分，提高技术工人技能水平和
工资待遇，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
步。邻里社区将构建技能提升服务矩
阵，持续为技术工人“充电”，通过研发投
用“共富码”、资助技术工人“家门口上大
学”、开展技术工人定点培训、整合高校
资源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和个人素质、打
造工资集体协商机制示范点等途径，夯
实共同富裕基础。

同时，社区将通过建立慈善救助基

金，成立专业服务团队，打造健康休闲驿
站、妇女儿童综合服务驿站，深化家庭教
育指导服务等举措，进一步完善社区服
务，提升居民幸福感，实现居民优质生活
共同享。

不仅如此，邻里社区还将对建筑外立
面、内部设施进行改进，同时改造店招店
牌，提升三号大堤景观环境，增加小区周
边公共停车泊位，打造美丽宜居的生活环
境，满足居民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

数智变革也是邻里社区打造未来社
区的重要一环。社区将以社区智能管家、
社区智治微脑为开发重点，同时打造数智
便民服务新平台。以数字化改革为引领,
将社区便民服务站打造成百姓身边的“小
型市民之家”，使之成为具有“钱塘韵味”
的基层便民服务新样板。

此外，社区将举办“迎亚运 促共富”
“青春邻里 助力共富”等主题活动，建设
劳模工匠文化走廊，开展职工趣味运动
会、青年交友联谊会……以进一步激发新
时代技术工人奋进力量，打造共同富裕现
代化基本单元，凝聚共同富裕建设共识，
为居民铺就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点亮共同富裕新生活 描绘美好生活新图景

■记者 谭敬 通讯员 陈锦

近日，浙江省妇联公布省巾帼文明
岗、巾帼建功标兵名单，我区多家单位、多
名先进个人上榜，其中来自钱塘区下沙街

道滟澜社区的百灵国际服务岗获“浙江省
巾帼文明岗”荣誉称号。

滟澜社区作为杭州市国际化社区之
一，辖区有近200名外籍人士和港澳台居
民。2019年，针对外籍居民语言不通、地理

环境不熟悉等情况，社区专门设立了百灵
国际服务岗，由8名女社工组成，其中6人
为党员。

做优国际化社区的便民服务，殊为
不易。春节期间，社区一对法国夫妇在
省外朋友家过年，节后想返回下沙。由
于疫情原因，他们对于自己能否顺利进
入小区十分担心，于是着急地咨询社区
工作人员。百灵国际服务岗站长倪晶晶
了解情况后，耐心安抚对方，告诉他们

“Don’t worry”，然后通过微信详细解
答了他们的问题，并仔细告知其返杭事
宜。在她的热心帮助下，这对外籍夫妇
终于放下心来。

要想服务好外籍居民，打通语言障碍
是第一关，倪晶晶向记者分享了自己英语
学习的方式：“平时我会整理出一些简单的
英文日常用语和日常对话，自己多看多记，
同时分享给同事们一起学习，这样当大家
遇到外籍居民时，不至于手忙脚乱。”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外籍居民语言不
通的情况，百灵国际服务岗持续深化

“1234”工作法，通过设立一条双语热线、

开辟两个（线上线下）咨询通道、组建三人
工作小组、设立四步询问流程的工作模式，
不断优化工作举措，基本实现了“进一扇
门，办所有事”，有力推动了社区便民服务
中心向智慧化综合体转型。

近年来，百灵国际服务岗还通过开展
OSM标准化体系建设，实现软硬件综合
提升，通过设置清晰明朗的功能区块，让
办事群众感受到社区便民服务的温度。
设立了综合服务岗、服务大厅轮值主任、
工作日晚上值班和周末值班制度，实现服
务全天候。

“小倪”“小田”“小婷”……这些亲切
的称呼，反映了“百灵鸟”们和社区居民的
和谐关系。在居民何先生看来，百灵国际
服务岗的工作人员以耐心、热心、细心架
起了与居民的连心桥梁。

在获得“浙江省巾帼文明岗”荣誉称
号后，工作人员表示将继续坚持“内强素
质、外树形象、真诚服务”的工作理念，以

“最真诚的笑容，最动听的声音，最温馨的
服务，最高效的方式”服务居民，营造中外
居民和谐共融的社区氛围。

钱塘“百灵鸟”国际“好声音”

■记者 王梦旦 通讯员 苏军

走进位于前进街道三丰村的“思
归园”，满目苍翠的葡萄藤映入眼帘，
石块搭建的葡萄架被细细的藤蔓包
裹住，架子下，40岁的秦祥灶正踩着
梯子为葡萄修建枝叶。看到记者，他
热情地邀请我们在葡萄架下边坐边
聊。

“我和葡萄的缘分是从 2008 年
开始的，那时候只有60多亩地，慢慢
发展到现在，葡萄有300多亩，还有
200多亩有机蔬菜。”作为前进街道三
丰村地地道道的农户，父母种了几十
年的橘子、水稻，姑父一家种了几十
年的葡萄、蔬菜，秦祥灶从小就和土
地打交道，受到家庭氛围的影响，深
思熟虑后他决定跟着姑夫学习葡萄
种植。

“2020年开春雨季时间特别长，
加上台风天影响，葡萄花穗得了不同
程度的灰霉病，导致葡萄成熟后多烂
果。”秦祥灶感慨，那年葡萄园产量较
往年大幅下降，用工成本也相应增
加。考虑到杭州多雨，他在葡萄幼期
就搭建起了大棚。“全封闭棚由两层薄
膜组成，温度高，葡萄4月初开花，6月
份成熟。种在半封闭式遮雨棚的葡萄
较全封闭的迟一个月左右开花结果。”

如何充分利用葡萄的生长空窗
期？秋冬季节葡萄休眠，土地空出，秦
祥灶就在葡萄架下播种有机花菜、毛
豆等，一方面蔬菜能充分晒到阳光，另
一方面枯萎的葡萄枝叶变成蔬菜生长
的有机肥料，冬去春来，等到葡萄开始
生长，蔬菜也成熟了。“一整年都是‘丰
收’的好时候。”

找来短工收割蔬菜，再把几百只
走地鸡放到地里，看管着葡萄，叼走
虫子留下的粪便，一串串葡萄滋养得
饱满剔透，甜度最高可达23度左右，
其中“夏黑”“鄞红”两种葡萄还曾获
得萧山区精品葡萄评比金奖。今年，
秦祥灶又引进了“东方优系”和“妮
娜女皇”两个新品种，葡萄种植规模
越来越大。

自己逐渐富裕了，秦祥灶还不忘
帮扶他人。一次巧合，张承（化名）
来葡萄园求职，了解到张承辍学独自
来杭州打拼，秦祥灶不仅留下了他，
还耐心教他如何打理葡萄。两年多
来，张承从“师父”身上学到了不少
本事，成长为葡萄园“老手”。今年，
张承还向秦师傅介绍了与自己同龄
的困难同乡到葡萄园工作，使其谋得
一技之长。

“农业种植靠天吃饭，又脏又苦
又累，很少有年轻人愿意继承下去，
葡萄园的工人也越来越难招。”秦祥
灶说，干好苦活结甜果，希望有更多
年轻人关注并投入农业种植，互相分
享经验，大家一起创收致富。如今，
秦祥灶的葡萄园在当地已小有名气，
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向他学习种
植技术。

葡萄架下说丰年

■见习记者 董笑瑜 赵彩霞
通讯员 徐元芳

下午两点，胡水泉从蔬菜代销点回到
了自己的果蔬种植示范基地。他刚刚以
2.8元/公斤的价格卖出了一批新收割的
包菜。“我种的包菜和别人不一样，又大又
圆，不是吹牛，我的菜是这里卖得最快
的。”胡水泉乐呵呵地说。

胡水泉是钱塘区乡村振兴学院的学
员，三年前从建筑行业转向农业发展，原本
对农业种植完全不了解的他，通过在学院
学习、向周围农户讨教经验，以及结合自身

的实践，逐渐摸索出一套独有的种植经
验。这个皮肤黝黑，笑起来眼角有些褶皱
的男人，已是河庄街道有名的“土专家”。“刚
开始种地的时候我还要问别人怎么种，现
在他们都要来问我了！”胡水泉自豪地说。

推进农业农村发展，人才是源头活
水。据悉，目前我区像胡水泉这样从事农
业生产人员共17892人，涉及农业C级人
才1名、D级人才4名、E级人才6名，农业
中高级职称10人，杭州市乡村产业技能大
师7名，杭州市乡村产业技能大师工作室2
个，农创客25名，农村实用人才4800名。

为推进农村专业人才培养，2021年9

月，钱塘区与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合作，在河
庄街道江东村党群服务中心共建钱塘区
乡村振兴学院，专门推进乡村振兴人才培
育工作。据了解，乡村振兴学院现已制定
全年农业农村各类实用人才培训计划，涉
及乡村振兴领头雁培训、早稻种植技术培
训、蜜蜂养殖培训等，累计开展人才培训
22次，培训人员达1200人次。除了本地
农业生产者和农村干部外，乡村振兴学院
还不忘千里之外结对帮扶的理塘县，通过
乡村振兴干部培训的方式将优秀经验分
享出去。

“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我们进一步提

升了农业经营者的知识技能和农村干部
的管理水平，现已培育了一批‘土专家’

‘田秀才’和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
型职业农民。”乡村振兴学院相关负责人
介绍，“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健全培训方
案，加快培养更多像胡水泉这样的‘新农
人’，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在区农
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看来，乡村振兴学院
的建立不仅满足了农民对先进知识的需
求，也为建设现代特色农业和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提供了人才和智力支撑。未来，乡
村振兴学院还将继续助力广大农民在乡
村振兴、共同富裕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

“土专家”“田秀才”“新农人”都是这里的“毕业生”

推动“人才兴农”乡村振兴学院助“共富”

尊敬的用电客户：根据国网
杭州钱塘区供电公司生产计划检
修安排，定于4月18日—4月24
日期间进行电力设备检修，现将
电力设备检修影响客户区域范围
列表公告如下，若遇雨天、雷暴等
恶劣天气检修工作取消，工作期
间会对正常供电造成影响，请各
相关用户谅解并做好生产安排，
相关用电咨询或报修请拨打：高
压用户请拨打0571-51223027/
18958080872，低压用户请拨：义
蓬 片 51225373/18868400003，
新 湾 片 51225382/
18868400007， 河 庄 片
51225358/13456800003, 下 沙
片18958089070

电力设备临时检修预告
检修日期 时间 检修范围
2022/4/18 9:00- 17:00

灯塔村一带
2022/4/19 9:00- 17:00

创建村一带；9:00-17:00 金沙
学府 2幢 1、2、3单元照明、1号
楼、2号楼、384楼商铺表箱、2单
元电梯表箱

2022/4/20 9:00- 17:00
创建村一带；9:00-17:00 南沙
新富村一带

2022/4/21 9:00- 17:00
创建村一带；9:00-17:30 白浪
村一带

2022/4/22 9:00-17:00 建
一村一带；9:30-17:00 义盛村一
带；9:00-17:00 新和村一带

2022/4/24 9:00- 17:30
益民村一带

国网杭州钱塘区供电公司

检修计划

前进街道前峰村种植的200多亩小麦和70
多亩油菜长势喜人，田景、村景、城景，“三景”交
汇，分外靓丽。

通讯员 俞建龙 摄

万象“耕”新“粮田”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