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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味浓 百姓乐

良渚人民欢欢喜喜迎新年
新春的脚步越来越近，
良渚大地上的年味也日益浓郁。
酿烧酒、挂灯笼、写“福”字、打年糕、吃团圆饭……良渚新城各村（社）围绕新春开展各种传统民俗活动，无不体现了辞旧迎新的节日主题和中华民族革故鼎新的文化基因，凝
聚着人们对新年新春新气象的期盼与祝福。
一边是热热闹闹地开展民俗活动，一边是良渚新城慰问组一直没有停下的脚步。在前期排摸的基础上，他们走访慰问辖区内精准扶贫困难户，并送上救助金，让困难家庭能
够过一个温暖祥和的春节。

关键词：团圆饭

本报讯 （记者 吴怡倩 通讯员 金良
瓶）“幸福，是一顿有说有笑的团圆饭。”2 月
10 日，良渚街道石桥村 6 组 72 户 300 多位村
民高高举起酒杯，随着一声响亮的“干杯”，
温暖的年夜饭在龙荷农庄热闹开席。
“这几年组里经济发展了，家家户户盖
起了小洋房，买起了小轿车，但是邻里间的
距离却越来越远了。于是，组里和外出经商
的村民萌生了组织吃一顿年夜饭的念头。”
石桥村 6 组妇女组长葛建琴说，为了实现
“邻里和谐一家亲”，他们征求了每家每户的
意见，村民们都同意签字，这才有了 72 户村
民同吃年夜饭的热闹场景。
“今年是大家聚在一起吃年夜饭的第三
年。这样的活动能够拉近邻里间的关系。
”
下
午 1 点多，
村民洪兰换上新衣，
载着家人和邻
居奶奶一同前往聚餐地点。到达现场后，她
和其他村民一起包起了饺子。旁边桌上，石
桥小学的四名小小书法家正挥毫泼墨，书写
着一个个
“福”
字。
“很多外出打拼、求学的人，
以及娶进村里的媳妇，
大家相互都不认识，
一
起吃个年夜饭，
彼此熟悉熟悉，
以后见面打个
招呼，
唠个家常，
还是很有益的。
”洪兰说，
他
们这样做，也是想为孩子们树立一个榜样，
让优秀的传统一直延续下去。
下午 5 点多，年夜饭正式开始。村民们
一边享用丰盛的菜肴，
一边拉起家常，
大厅里
觥筹交错，
欢声笑语不断。席间，
65 位老人依
次上台，领取 1000 元生活补贴，并接受子女
们献上的喜气红围巾。91 岁的仲桂荣虽然
年事已高，但精神矍铄。他说：
“政府对老年
人越来越关心了，子孙们对我们也百般孝
顺，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希望
我能长命百岁，有福享受现在美好的生活。”
石桥村 6 组二级支部书记、组长葛如华
告诉记者，除了享受生活补贴的 65 位老人，
组里还为 13 位企业退休老人送上了红围
巾。
“去年组里做的一项大事，就是在村民
的支持配合下，48 户村民的违章建筑全部拆
除完毕。”葛如华说，这是他担任组长的第七
年，虽然工作繁重，但看到村里的美丽蜕变，
再多辛苦都值得。新的一年里，他将继续带
领村民把 6 组建设得更好，让村民的幸福感
节节攀升。
“最美是家常，最亲是乡邻。”这边，石桥
村的年夜饭还在进行；那边，16 户人家 70 多
位居民正在施家湾社区张家弄陆国铭家中热
热闹闹吃起年夜饭。
“今年是第一年聚在一起
吃年夜饭，
每桌二十几个菜，
都是大家一起动
手烧制的，材料也是大家赶早去菜场买来
的。
”
社区居民梅阿姨说。陆国铭今年 93 岁，
家中四世同堂，家庭合睦，子女孝顺，一直是
大家学习的榜样，所以大家商量后决定在陆
爷爷家里办年夜饭。
“ 有几户人家以前住这
里，现搬去其他地方生活了，听到消息后也
赶来和我们团聚。”梅阿姨开心地说，这样的
年夜饭才是最有年味儿的团圆饭。

关键词：温暖

本报讯 （记者 金晓榕 见习记者 俞晓
菲 通讯员 金良瓶 沈祥林） 日前，杭州良
渚新城、良渚街道党工委书记黄德伟带队，
对辖区内精准扶贫困难户进行走访慰问，送
上每户 5 万元的救助金，让困难家庭能够过
一个有温度的年。这是良渚践行“安康良
渚”政策的一大实招，目前 34 户符合精准扶
贫政策的低保户共计 170 万元救助金均已
发放完毕。
接过救助金，家住良渚街道石桥村的傅
大伯颇有些激动，不断向前去慰问的街道工
作人员表示感谢。傅大伯与儿子均患有特
殊病种，每年医疗开销大，孙女年纪尚小，儿
子与儿媳离婚后，家庭缺乏主要经济来源。
良渚街道工作人员介绍，此次对傅大伯一家
发放救助金，是希望缓解傅大伯与儿子的医
疗费用支出压力，帮助他们尽快走出困境。
“街道和村里都很关心我们，家里孙女也很
听话，最近考试又拿了第一名。对于以后的
生活，我们全家都充满信心，一定会好起来
的。”
傅大伯说。
“过年前拿到这笔钱，
心里暖暖的。新的
一年，我们祖孙俩会保持好的心情，好好生
活。”当天，另一户石桥村村民金奶奶也收到
了这笔补助金。今年 69 岁的金奶奶和 18 岁
孙子一起生活，
儿子因病去世，
儿媳两年前离
家出走至今未归，是符合建房政策并纳入危
房改造的低保户。此次街道发放的救助金将
用于改善金奶奶与孙子二人的生活条件。
“这次精准扶贫的对象主要有孤儿家

大红灯笼高高挂，年味正浓

林） 连日来，施工人员将一个个象征喜庆祥
和的大红灯笼安装在通益街、莫干山路等良
渚主要道路两侧，
妆点浓浓年味。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迎接新年，良渚
新城、良渚街道在主要道路两侧悬挂 5000
组左右的灯笼，西至产业园，东至疏港大道，
南至 104 国道，北至良渚农贸市场，此外还
有新城通益路路段，共分三个组进行安装，
目前已全部悬挂完成。

关键词：
“年年高”

团圆饭前，施家湾社区张家弄 16 户居民合影留念

本报讯 （记者 金晓榕 见习记者 俞晓
菲 通 讯 员 金 良 瓶 沈 祥 林）“ 咚 —— 咚
——”木槌有力的敲击声从良渚街道崇福社
区的柏树庙中传出，近日崇福社区一年一度
打年糕年俗活动拉开了序幕。
“‘年糕’寓意‘年年高’，我们邀请居民
相聚一堂，共同参与热闹欢乐的年俗活动，
为新的一年祈福。”崇福社区党委书记李震
飞介绍，
“ 今年已经是我们社区第四年搞这
样的活动了，希望可以将打年糕这一年俗传
承下去。今年我们准备了 400 斤大米，全部
用于年糕制作。中午我们还组织了聚餐，居
民们自己动手，共同享用，一起庆祝春节的
到来。”

关键词：大麦烧

石桥村 6 组给老人们发放生活补贴

大麦烧香气四溢

石桥小学学生书写“福”字，增添年味儿

石桥村 6 组妇女组长为老人们送上“福”字，祝愿老人福满新年

施家湾社区居民自己动手烧制年夜饭
庭、符合建房政策并纳入危房改造的低保
户、患特殊病种的低保户等三类。”良渚街道
劳保民政处副处长龚丽娟介绍，通过各村社
上报、街道劳保民政处调查核实以及公示等
前期工作，2017 年良渚街道确定符合精准扶
贫救助条件的低保家庭共 34 户，每户家庭
都能得到 5 万元救助金。目前，所有救助金
都已由良渚街道委托银行给符合条件的每
户低保家庭单独办卡，完成一次性发放。

2017 年，为加快老年福利事业发展和养
老服务体系建设、精准扶贫助贫，结合本地
实际情况，良渚街道推出“安康良渚”惠民政
策。这是良渚街道结合“10＋X”惠民新政，
深化“惠民十条”，针对良渚户籍老年人及困
难家庭出台的创新政策，分为社会养老和精
准扶贫两部分。其中，社会养老是指街道对
年满 60 周岁以上，享受余杭区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待遇不足 500 元/月的良渚户籍
老年人进行生活补助。经统计调查，目前良
渚街道符合社会养老生活补助发放政策的
约有 6875 人，自 2017 年 7 月该政策执行以
来合计发放补助金额约 800 万元。

关键词：送
“福”
本报讯 （通讯员 金建飞 记者 金晓
榕）“福”是兴旺繁荣的象征，春节贴“福”

字，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也是对
美好未来的祝愿。2 月 10 日，吴家厍村联合
梦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了“笔墨凝书
香，送福进万家”活动。
当天，村委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带着满满
的祝福，在长吴公寓小区里支起了摊，现场
书写“福”字和对联。见工作人员送“福”来
了，村民们都非常开心，不一会儿摊位前就
围满了人。老人们拿到红红的“福”字和对
联，高兴地道着谢；年轻人拿到“福”字，立马
打开手机，
参与支付宝集五福活动。
送“福”活动，既弘扬了传统文化，又让
村民们感受到关怀与祝福，也在小区内营造
了浓浓的年味。

本报讯 （记者 金晓榕 见习记者 俞晓
菲 通讯员 金良瓶） 春节临近，与朋友小酌
几杯大麦烧，入口醇香，回味悠长，既暖胃又
暖心。在良渚，还有一些村民传承着酿造大
麦烧的工艺，经他们酿造出来的酒保留着大
麦原有的酒香。
一走进杭州及时雨植保防治服务专业
合作社的院子，浓郁的酒香便扑面而来。屋
内酿酒师傅正在封装酿好的酒，一坛坛酿制
完成的大麦烧已摆满了半间屋子。另一边，
几个锅子正缓缓地流出蒸馏得来的酒水。
“每年我们要酿造两万斤左右的大麦
烧，这需要三五万斤的大麦做原材料，还要
提前几个月准备起来。”据及时雨酿酒师傅
介绍，5 月份大麦收获后，经过准备，8 月份
就要蒸煮大麦了，几万斤大麦全部蒸煮完需
要花费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 蒸煮好的大麦
要放一点小曲酒药，发酵一昼夜再放到缸
内，待到年末就要忙着一起烧酒了。”
蒸馏的过程被酿酒师傅们叫成了“烧
酒”，能否酿制出醇香可口的大麦烧，这个环
节尤为重要。烧酒讲究“缓汽蒸馏、大汽追
尾”，接酒的温度以 30 摄氏度为宜。只见酿
酒师傅全神贯注地控制着蒸汽量、接酒温
度，全程一丝不苟。一般烧制一锅大麦需要
两小时。烧制一小时后，酒才会慢慢地渗出
来。顺着连通蒸馏锅的管子淌出的大麦烧
如纯净水般清澈。师傅们“去头掐尾”地保
留酒的中断精华后，将酒装入酒缸密封，便
完成了大麦烧的制作。传统酿酒工艺比较
费人工，出酒率也较低，但酒中的醇香味儿，
却是许多机械化酿造的酒所不能及的。
酿酒师傅告诉记者，大麦酿制的酒十分
醇香，冬天喝上一口，浑身暖和，是过年招待
亲朋好友的佳品。这酒虽好却不能贪杯，师
傅提醒，
新酒很烈，有近 60 度。
及时雨植保防治服务专业合作社每年
酿制的大麦烧多会向附近村民出售，价格为
18 元一斤。许多村民会一下子买上十几二
十斤。待到新年到来，不少村民家中的餐桌
上便会飘起酒香，
弥漫开浓浓的年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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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金晓榕 通讯员 沈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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