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 方 新 闻2 2023年1月21日
责任编辑：蔡丹丹 电话：62738122

YUYAO RIBAO

■本报记者 张云霞

“我们在这里住了快20年，
之前一直没有通天然气。去年6
月天然气通了，我们烧菜更方便
了，这个年也能过得舒心了！”
昨天中午，家住梨洲街道汇翠社
区舜雁商寓的黄大伯打开燃气
灶，烧了几道可口的小菜。看着
天然气燃烧时的蓝色火焰，他兴
奋地说：“阿拉多年来的‘管道
燃气梦’终于实现了！”

69 岁的黄大伯家住 4 楼，
之前烧菜一直用的是煤气罐。

“天然气直接入户，想用多少就
用多少，再也不用担心烧菜烧到
一半突然没气了。”黄大伯笑呵

呵地说，自从小区安装了天然
气管道，通了天然气，生活上
别提有多方便了，还给他们省
了不少钱。

舜雁商寓什么时候能开通天
然气？这是长期困扰该小区居民
的一块心病。该小区处于城乡接
合部，是一个老旧小区，共5幢

房子，住有71户家庭、300多
人，而且大都是老年人。

“小区建造时间比较久远，
没有燃气配套设施，一直存在

‘用气难’的问题，居民的用气
诉求十分强烈。”负责该小区的
社区网格专员谢赞说，他们在走
访中了解到居民的用气诉求后，

及时向社区进行了反映。社区
把该小区安装天然气管道的事
宜列入民生实事工程，并积极
与街道、天然气公司沟通联
系。在多方努力下，2021 年
底，天然气公司开始进场施工。
去年6月，该小区的天然气工程
顺利完工，天然气管道“走入”
居民家中。小区居民告别了陪
伴几十年的笨重煤气罐，个个
喜笑颜开。

“天然气通了，现在烧菜一
点也不用担心了。这两天，我正
在列年夜饭的菜单，要准备满满
一桌子菜呢！”60岁的张大妈谈
起天然气给自己生活带来的变
化，脸上写满了幸福。

“天然气通了，
这个年能过得舒心了！”

■本报记者 赵晓晨

“春节期间，为了确保山林
安全，我们要加大巡查力度，避
免火灾发生。”昨天早上，鹿亭
乡李家塔村护林员、党员郑金华
来到池谷田山塘附近，开始一天
的巡山护林工作。

郑金华今年63岁，在护林
员的岗位上已经坚守了十年。每
天早上8点左右，他和同村另一
位护林员便会开启至少6小时的
巡逻工作，不论严寒还是酷暑，
十年来未曾间断。

“我和同事以东风山为界，

在各自负责的区域进行巡逻，并
使用手机软件对每天的情况进行
动态上报，总共要巡逻4000多
亩山林。”郑金华一边说着，一
边沿着山路阶梯开始巡逻。越往
上，山路越发崎岖，有些地方甚至
连路都没有，“山上不少路是我们
一步一个脚印踩出来的。每天要
走5公里以上，就当是锻炼了。”

郑金华告诉记者，护林员的

主要工作就是防止不法分子破坏
森林，比如进山砍伐树木、捕捉
动物等，此外就是要做好森林防
火。“每年春节、清明节等节
日，村里人就会上山放鞭炮。有
时候，村民在清理山坡时还会焚
烧枯枝落叶，这也是我们需要注
意的。”郑金华说，每年11月1
日到次年4月30日是重点森林
防火期，为了做好森林防火工

作，他们要在林间不断巡逻，一
刻都不敢松懈。

作为护林员，同时也是李家
塔村村民小组长，郑金华以极强
的责任心守护着山林，同时也守
护着村民的安全。阳光透过层层
叠叠的树叶在他身上洒下“碎
金”，漫山遍野的树木在清风吹
拂下欢快地摆动身躯，郑金华的
脸上露出了笑容。日复一日地守
护着脚下这片青山，他深感责任
重大，也感到十分荣幸。他说：

“山林巡逻工作一天也离不开
人。虽然辛苦，但一看到这绿树
青山，我就觉得什么都值了。”

十年坚守护青山

■本报记者 沈彦汝

近日，记者来到西环南路与
黄山西路交叉口西南侧，建设中
的余姚经济开发区西南园区配套
道路工程SG-1标段施工现场。
伴随着挖机作业的轰鸣声，4位身
着蓝色工作服、头戴安全帽的工
作人员正在进行清表腾地工作。

“以那一排刀旗为界，我们
这一标段要在现有道路两侧建设
单幅宽度 10.5 米的保通道路，
总计需要完成11.3万平方米的
清表工作。”施工现场，项目生
产副经理，施工单位中交第三航
务工程局余姚项目部的董平指着
不远处的一排彩色旗帜向记者介
绍道，“这一片管线交错复杂，
下方有通信光缆、高压电线、污
水管、排水管、自来水管、燃气

管以及军用光缆，一共涉及10
余家公司的管线迁改。此外，附
近2座高压电力铁塔的迁移工作
也已列入计划。”

进场即入角色，起步就是冲
刺。自去年10月初进场以来，
项目团队每天研究施工图纸，分
析项目技术难点，并多次进行现
场踏勘。项目位于省道 S213
旁，车流量大，不利于外业水准
测量作业。项目团队结合影像图
多次踏勘，最终才选定最优最安
全的测量控制网布置线路。此
外，项目团队也积极参与到拆迁
和管线迁改的工作中，紧密联系

兰江街道和相关管线迁改单位，
及时掌握现场房屋征拆信息，对
各类管线做好标识，并多次与相
关单位进行现场联合调查。团队
明确任务图、时间表，紧盯节点
抓推进，一步一个脚印为项目的
前期开工打下了良好基础。

这是我市第一条城区高架快
速路，在既有的交通“大动脉”
上建设高架桥梁，还要求边通车
边施工，保通任务艰巨。“我们
的宗旨是尽可能不改变现有交通
流流向，尽可能缩短改道施工时
间，尽可能少改道从而减少交通
拥堵的可能性。”项目1标段总

工程师李晓峰介绍道，团队委托
第三方专业机构对施工期间交通
组织进行了规划，并在关键节点
优化施工工艺、缩短施工周期，
最大限度减轻项目施工期间地面
运输通道的通行压力，减少对市
民出行的影响。

“不同于以往普遍采用的钢
结构梁板，在高架桥的建设中，
我们标段将在6个路口采用大跨
度现浇连续箱梁，弧型结构更加
美观，也更加稳定安全……”描
绘着高架建设的蓝图，李晓峰信
心满满。截至目前，项目1标段
已完成15根水泥搅拌桩及11根
高压旋喷桩的试桩，苗木迁移工
作进度达65%，挖土石方和清
表任务有序进行，预计春节后保
通道路建设可以铺开，高架的未
来值得期待。

高架建设紧锣密鼓

本报讯（记者 俞冰）为了让
广大市民清爽过大年，1月18日
至20日，市环境卫生管理中心开
展“深耕街区 扮靓家园”大扫除
行动，组织在岗环卫工人对辖区主
要道路、城乡接合部、建筑工地周

边、拆迁区块等重点区域进行清
洁。

该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环卫
工人春节不打烊，将坚守在保洁岗
位上，用辛勤的劳动为市民营造一
个干净、整洁、舒适的节日环境。

节前环卫大扫除
干干净净迎新春

本报讯（记者 俞冰） 连日
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深入一线查
隐患、补漏洞，紧盯关键环节不放
松，通过“专项+联合”执法模式，抓
实抓好节前安全生产工作，确保群
众度过一个安全、欢乐、祥和的春
节。

把好监管关，确保烟花爆竹管
控“不打折”。城区四个综合行政执
法队采用逐家上门宣传的方式，向
城区主要道路沿街店铺经营者宣传
烟花爆竹禁限燃政策。同时，该局
直属中队联合公安、应急管理等部
门对四明山、大岚、鹿亭、梁弄等地
的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情况进行督
查，属地中队则联合当地市场监管
部门开展烟花爆竹专项执法检查。

把好检查关，拧紧燃气储配站
安全“总阀门”。为有效防范和遏制

燃气事故发生，该局联合燃气行业
主管部门开展节前燃气安全大排查
大整治行动，对我市燃气储配站进
行跨部门“综合查一次”。截至目
前，完成燃气储配站“综合查一次”
任务7次，共计出动执法人员36人
次，完成全市范围内9个燃气储配
站的联合安全检查任务。

把好巡查关，确保沿街店铺管
理“不打烊”。按照“综合查一次”要
求，该局对沿街店铺户外广告牌、防
盗门窗老旧破损影响市容等问题开
展集中整治。同时，加强餐饮经营
场所燃气使用安全检查，对燃气管
道占压、私接“三通”等安全隐患，要
求相关餐饮单位及时整改。截至目
前，共计出动执法人员290余人次，
拆除广告牌80块；检查餐饮单位120
家，发现并整改问题22个。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抓好节前安全生产

本报讯（记者 胡张远）“春
节临近，来我们医保窗口办事的群
众多了不少。”日前，市政务服务
中心医保窗口负责人告诉记者，近
期来办理医药费零星报销、医保退
休补缴等业务的群众数量明显增
加。

据统计，近段时间，医保窗口
医药费零星报销业务日均办件量高
达213件，医保退休补缴业务日均
办件量为60件。

面对巨大的办件量，医保窗口
工作人员不断提高办事效率，优化
办事流程，主动加班加点，延长服
务时间，确保参保群众都能及时享
受到医保待遇。同时，医保大厅增
设了 4 个“潮汐窗口”，分流人
群，缓解窗口办件压力，保证取到
号的参保人员都能顺利办理医保业
务。另外，专门为老弱病残等特殊
群体开通办事绿色通道，减少他们
的排队等待时间。

市政务服务中心医保窗口

积极应对岁末办件高峰

■本报记者 赵科科

“一卷不成春，万卷春如醉”。
香脆可口的春卷，名称中的“春”
字寓意着春天，有迎春喜庆之吉
兆。每逢过年，春卷是年夜饭桌上
必备的菜品之一，也是老余姚的传
统美食。1月18日下午，记者走
访了城区多家农贸市场，深入了解
这道传统美食的行情。

在巍星路菜场的阿云春卷店
内，不少市民正在购买春卷或春
卷皮。而经营户周先生正忙着擀
面皮、摊饼、收皮。

市民叶阿姨住在阳明东路，每
年过年前都会专门过来买春卷皮。

“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吃春卷，买
回家的春卷皮可以自主搭配芹菜、
蘑菇、胡萝卜、笋等馅料，现包、
现炸、现吃，不仅味道好，还干净
卫生。”叶阿姨说。

经营户周先生做春卷生意已
经十年有余。他告诉记者，自己
做一张春卷皮只需10多秒，两口
锅同时做，一天能做1000多张。

“像往年批发订单多，年三十我都
会住在菜场里，通宵做新鲜的春
卷皮。今年，餐厅、饭店的预订

量减少，我就不用这么累了。”周
先生说，“最近早上4点半到下午
6点，我都在店里，市民陆陆续续
会过来买春卷或春卷皮，零售额
较前段时间增长了4倍。这样忙碌
的节奏一直要持续到元宵节。”

记者在店里看到，包好的春
卷有咸菜、荠菜、豆沙三个品
种，每只春卷卖1.5元，春卷皮的
售价则为每公斤50元。

随后，记者来到巍星路菜场
北门，看到一位大妈架着一只煤
炉，上面放着块圆铁饼，正准备
做春卷皮。

这位大妈告诉记者，她并不
是天天出摊的，“看天气情况吧！
我做春卷皮不是为了盈利，只是
想把这份老底子味道传承下去。”

记者了解到，往年巍星路菜
场门口有四五个临时摊位专门做
春卷皮，而今年只有一个摊位。

最后，记者来到双河菜场，
在菜场内逛了一圈，没有看到现
场做春卷皮的摊位，但有几家熟
食店在卖包好的春卷。其中一家
熟食店的经营者告诉记者，这几
天春卷的销量不错，有很多市民
专门过来购买。

春节到，春卷“很吃香”

1月19日下午，20多名小
朋友齐聚王阳明故居，听老师
讲解年俗知识、写“福”字、
做冰糖葫芦，在喜庆热闹的氛
围中迎接春节的到来。据悉，
此次活动是市文化和广电旅游
体育局主办的“阳明故居过大
年”系列活动中的一项内容，
旨在弘扬和传承中华传统文
化。 记者 张敏摄

阳明故居
迎新春

■本报记者 张云霞

1月19日凌晨1点左右，梨洲
街道苏家园村一名91岁的老太独
自出门后，竟找不到回家的路，幸好
遇到了同村的村干部，将其平安送
回家。

当天凌晨，苏家园村村干部洪银
杰和几个朋友在振兴西路的一家夜
宵店聚餐，突然看到有个小伙子扶着
一位老人在路上走。细心的洪银杰
一眼就认出了这位老人是同村的鲁
阿婆，于是上前询问。原来，鲁阿婆
独自出门后迷了路，遇到了这位好心
的小伙子。小伙子试图在路上寻找
有认识老人的人可以将其送回家。

“鲁阿婆，我是村里的，你认得
我吗？那么晚了你怎么一个人走出
来了？”老人一直念叨着“路很黑，怕
死了”，其他什么也没说。看到老人
衣着单薄，洪银杰马上脱下身上的
羽绒服给老人披上。洪银杰对老人
的情况比较了解，知道老人今年91
岁，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平时轮流在
3个儿子家住。

“鲁阿婆，你别怕，我送你回
家。”洪银杰小心翼翼地搀扶着老
人，将老人送到不远处的二儿子
家。但敲了半天门，屋内都无人应
答。随后，洪银杰又将老人送到了她
的大儿子家。看到老人平安到家，洪
银杰心里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

九旬老太寒夜迷了路
村干部暖心送其回家

■本报记者 胡格格

“这份证书能在这么短时间里
办下来，真的帮了我们企业大忙。
发自内心地感谢海关工作人员的帮
助！”1月19日下午，宁波富佳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秘书陈昂良
手捧锦旗来到余姚海关，登门感谢
海关工作人员的真情服务。

“富佳实业”是一家专业从事各
类吸尘器、扫地机器人等智能清洁
类小家电产品及无刷电机等重要零
件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
业。近年来，该公司积极探索新的
业务增长点，重点研发可移动式储
能系统产品，并于去年12月全面布
局生产线，成功签下出口订单。

“这是我们新赛道的第一笔订
单，也是我们新产业的起步。订单
金额为68万美元，包含250台主
机和100台加电包，预计在1月18
日拿到‘危包证’订舱出货。”陈
昂良介绍说。谁知，因为供货商供
应原材料的时间比预期要晚，导致

订单的生产计划延误。“这大大影
响了我们的出货时间，再赶上春
节来临，成功办理证书并出货的
机会渺茫，我们心急如焚。”陈昂
良说。

1月13日，余姚海关工作人
员在走访企业的过程中，了解到

“富佳实业”这一问题，当即表示
尽可能帮其加速办证。“一般来
说，企业完成生产后需要提交材
料，再由我们对其进行查验，等待
结果并出证，整个流程可能需要5
个工作日。”余姚海关相关负责人
说，“‘富佳实业’情况紧急，我
们在收到材料后第一时间就进行了
查验，并加快了审核流程。企业1
月18日上午完成生产后，傍晚就
拿到了‘危包证’。”

“目前，我们已经成功订到了
1月24日开往美国的船只，可以
按时将产品送到客户手中。”陈昂
良说，“余姚海关在我们企业遇到
困难时及时伸出援手，是我们企业
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后盾。”

一面锦旗背后的浓浓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