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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菜场高时秀的糯米藕每天卖出80余斤
卖得最远的糯米藕“乘”着飞机去了台湾

经常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中
山菜场糯米藕的照片，记者好奇

她家的糯米藕为什么那么受欢

迎，很多人隔三差五就要去买一

回。近日实地走访了一番，发现

顾客络绎不绝，很多都是回头客。

高时秀卖糯米藕有将近10个

年头了。她制作糯米藕精益求

精，在切藕时发现有残留的泥土，

坚决不卖给顾客，里面也不放任

何添加剂，只用红糖、冰糖和蜂蜜

熬制，吃起来又香又糯。

通过和高时秀的对话，记者

了解到制作糯米藕需要经过多道

工序，花费大量心血。高时秀一

家也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使用红糖、冰糖、蜂蜜熬制，
没有其他添加剂”

糯米藕的摊位在中山路菜场，是进门
右手边第二个，这个摊位与菜场里其他摊
位不同，并没有摆放蔬菜、肉类等琳琅满
目的商品。摊位很干净，摆放着一只电磁
炉，上面炖着糯米藕，靠墙柱旁放着“冰糖
桂花蜜汁藕，绿色食品”的宣传字样。另
外一边的不锈钢大锅里，还存放着热气腾
腾的糯米藕。

摊位的主人姓高，叫高时秀，是安徽
人。早上9点左右，来买糯米藕的顾客络
绎不绝，高时秀为顾客挑好品相，称重量，
用刀一片片切好，再用盒子装好递给顾
客。她每天早上6点20分出摊，一直到晚
上5点半才回家。高时秀说，在临平的各
大菜场里，像他们这样自己熬制糯米藕，
不放任何添加剂，只使用红糖、冰糖、蜂蜜
的，可以说没有第二家。

顾大爷在摊位前询问价格，高时秀切
了两片让他尝一尝。顾大爷觉得味道不
错，买了17块钱的糯米藕。他说，之前没
有买过，尝了味道还挺好的，香糯而且甜
味也适中。

凌女士住在星桥，去年听邻居说这个
菜场有卖糯米藕，她特意找过来，家人都
挺喜欢吃的，现在几乎每周都来买一些带
回去。

中山菜场的丁经理说，高时秀卖的藕
都是从安徽拉过来的，制作口味不错，每
天的销售量挺高。

“洗藕是最累的一道工序，
冬天里手都开裂”

糯米藕是 10年前高时秀与家人经过
一遍又一遍调试后定下来的口味，现在萧
山、塘栖、湖州、昆山等地都有他们开的
店。2015年，高时秀来到临平中山菜场租
了这个摊位。她记得，第一次在临平开
卖，熬制了百来斤的糯米藕，一天时间就
卖完了。为了保证糯米藕的新鲜度，高时
秀的丈夫和儿子每天3点半就起床，开始
清洗、晾干、熬制等工作，一直到晚上 10
点左右才能结束，她第二天早上6点半拉
到菜场里卖。

在制作糯米藕的过程中，高时秀说，
洗藕是最累的一道工序，藕的洞眼里有很
多泥沙，要慢慢洗干净。她最怕的是冬

天，每天要洗几十斤的藕，手都开裂流
血。说话间，高时秀伸出她的右手，她的
手很是粗糙，纹路里留着深深的黑印记。

高时秀说，糯米藕趁热吃比较糯，凉
的时候吃有嚼劲，这得根据顾客的喜好来
决定。很多顾客喜欢她家的糯米藕，发在
微信朋友圈里推送，许多人慕名而来，糯
米藕去得最远的是被顾客带去了台湾。
还有一位顾客，每周都要买8份20元的糯
米藕带回去。说到这些，高时秀脸上流露
出自豪感。

“这份事业以后由儿子继承，
我要一直做到做不动为止”

每天早上开张，都会有饭店或食堂来
采购，一天下来至少销售 80斤糯米藕。
高时秀说，糯米藕的销售旺季是春节前
后，一天可以卖 300—500斤。因此，她们
过年也很少回家团聚。夏天是观赏荷花
的季节，也是藕的生长季节，因此7—9月
是高时秀一家休息的时间。那时候，他们
才有时间回家看望老母亲。

其实，早在 2001年的时候，高时秀在
德清卖牛肉的时候就来过中山菜场。她

有 3个孩子，为了能够照顾孩子，她还是
回到了安徽。她说自己没什么文化，一定
要把3个孩子培养好。如今，大女儿在安
徽一家不错的事业单位工作，二女儿也在
安徽工作，已经成家，儿子跟他生活在临
平。

辛辛苦苦把 3个孩子都培养成人，高
时秀自己已经51岁了。她和丈夫结婚这
么多年来都没有一起出去游玩过。高时
秀说，一是因为生意忙，二是舍不得花
钱。儿子还没有结婚，往后去，要用钱的
地方还有很多，赚的都是辛苦钱，能省一
点是一点。

“我想要一直做到自己不能做为止，
以后由儿子继承下去，让大家都能继续吃
糯米藕。”对于这一份“甜蜜”的事业，高时
秀这样打算着。

高阿姨用了近10年的时间做了一道
菜，受到大家的青睐，不是说明她有多大
的本事，而是她坚持要把最好的东西给大
家，哪怕一点“瑕疵”都不允许。用她自己
的话说，既然做了这个事情，就要做好，对
得起买藕的顾客。

职场信息

余杭区人力资源市场5月份综合招聘会通告
各社会企业和广大求职者：

为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建设，充分发挥人力
资源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搭建人力资源交流平
台，让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有一个交流与沟通的
场所，余杭区人力资源市场定于2018年5月8日上
午 8：40—11：30分举行现场招聘会（超峰西路 1号
区人力资源市场 3楼招聘大厅）。届时，欢迎各社
会企业和广大求职者到现场招聘和应聘。

请有意参加招聘会的各用人单位积极报名。
报名方式：网络报名，杭州就业网的会员单位可直

接网上报名；目前还不是杭州就业网会员单位的，
请登陆 http://hzjob.zjhz.hrss.gov.cn/hzjob/ 自助注册
会员，会员开通后即可网上报名，免费发布日常招
聘信息。

本次招聘会免费提供展位，室内招聘会的招工
简章自带，原则上尺寸统一为长 120CM *高 90CM
（横版KT板）。招聘广告内容应符合劳动法律法
规，内容表述清晰、简明扼要。

余杭区人力资源市场

宇航交通钱锦大道二标
获“市政工程金奖”

本报讯（通讯员 沈宏）日前，从浙江省市
政行业协会传来消息，由我区宇航交通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承建的临安市城东区块综合改造提
升项目钱锦大道二标（桥堤及隧道）工程BT投
资建设项目一举摘得2018年度浙江省市政（优
质工程）金奖。

临安市城东区块综合改造提升项目钱锦大
道二标工程位于临安市，起点与钱锦大道一标
相连，终点位于望湖路城中街口，总长度为
1355米。该项目于2015年4月开工，2016年底
竣工，2017 年正式通车，合同总额约 2.34 亿
元。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
程、雨污水等综合管线工程以及绿化、路灯、交
通标志及道路附属工程等。钱锦大道是临安首
个采用“路+桥+隧”模式建设的市政工程，是临
安“一廊十线”工程规划的精品线之一。

“这个项目能获得浙江省市政金奖很不容
易。”集团董事长戚金明说，2015年，差不多一
半的时间是雨天，项目又在青山湖库区，遇到过
洪水，遭遇过施工工地全面被淹没的困境。但
为了保证进度和工程质量，集团不惜成本，大桥
17跨连拱桥都是一次性成块浇筑，无一重复使
用。虽然成本增加了许多倍，但质量得到了保
障。“作为余杭的施工企业，在其他省市能够创
建精品项目，我们觉得很值得。”

记者手记

编者按

本报讯 （通讯员 郭丽萍） 4月
8日晚上6点左右，东湖街道巡查人员
向区环保局反映，盖河、跳家桥港河
水呈红色，直接威胁下游莲花港、打
铁桥港、上塘河等多条区级河道。是
哪家企业在肆意排污？红色废水是什
么？区环保局临平环保所接报后立刻
出动执法小分队奔赴实地开展拉网式
排查。

夜色中仍可以看到盖河河水泛着
红色。由于事发河道流经东湖、崇
贤、星桥三个街道交界区域，情况较
为复杂。执法人员通过对沿线地区的
全面排查，发现星桥街道印花坞工业
区块一沟渠内有类似红色水体。执法
人员于是顺藤摸瓜，逐一撬开沿线各
个雨水井，并沿雨水管道排查，终于
在星发街 336号厂区某雨水井内发现

与污染河道性质相符的深紫红色废水
沉积，此雨水井连接厂区内某数码印
花企业生产车间。

执法人员迅速完成该雨水井取
样，直奔 6楼的数码印花生产车间。
执法人员环视车间四周，很快看出了
端倪。连接楼下雨水井与车间内洗手
台的排水管上端有 2个接口，其中一
个连接洗手台，另一个接口并无管子
接入，但内壁能见到明显的红色颜料
残留，且洗手台水池边放置着几个废
水桶，真相随之大白。原来，该企业
将数码打印机导带清洗水箱的废水通
过洗手台排水管直排至楼下雨水井。
面对突如其来的检查，工人们匆忙拔
掉了原本插在排水管接口上的废水导
管。污染源头已经找到，执法人员当
即指示肇事企业对厂区内雨水管进行

封堵。
经过现场取证、当面讯问、集体

会商一系列程序，案情进一步清晰。在
确凿的证据面前，涉事企业的环境违法
事实得以确认。该企业环保设施未通过
验收，并将未经处理的清洗废水直排雨
水井，其行为涉嫌违反新《环保法》第
41条规定的建设项目“三同时”制度
（建设项目污染防治设施必须与主体工
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
用），并符合该法第63条“通过逃避监
管的方式排放污染物”的情形。根据相
关法律规定，执法人员责令企业立即停
止生产，并对生产设施进行了就地查
封。后续，区环保局还将对其作出罚款
等行政处罚决定，并视违法情节程度，
对具体责任人采取移送公安机关予以行
政拘留的处罚。

男子酒驾发生事故
找人顶包

交警从衣服颜色上断定
他才是驾驶人

本报讯（通讯员 孟文艳 记者 陈轶东）深
夜里，一男子酒后驾车，肇事逃逸后又找来朋友
顶包，企图逃避处罚。面对交警调查时，自称是
肇事司机的男子答非所问、漏洞百出，民警通过
一个小细节识破了男子的“顶包”行为。

近日，余杭公安交警接到报警称，临平康
泰路兴国路路口，有一辆白色现代小型轿车撞
在绿化带上，车子前保险杠破损，需要立即处
理。接到报警后，交警迅速赶往事发地点。

当事故处理民警赶到现场时，车旁站着穿
一身黄色衣服的男子。民警上前询问情况，男
子自称沈某林，开车时因为低头看了一下手
机，注意力不集中导致车辆开到了绿化带里
面。与沈某林交流的过程中，民警从其身上闻
到了一股很浓的酒味，怀疑是酒后驾车，于是
让其做酒精测试。

经检测，沈某林呼吸中酒精含量为 48mg/
100ml，民警告诉他已经涉嫌酒后驾驶，需要到
医院去验血。沈某林马上改口，表示自己并没
有开过车，开车的是他堂弟沈某峰。随后，堂
弟沈某峰也来到了事故现场，但是民警在询问
现场及事发情况时，沈某峰对案发经过无法详
细陈述。“替人顶包将会有严重的法律后果”，
感觉事有异样的交警一边对堂弟沈某峰进行
警告，一边调取监控。通过监控视频，民警发
现，在事发地不远处的一路口，该机动车经过
时，车里的驾驶员身穿一件黄色衣服，与民警
现场看到的沈某林穿的衣服一样。

证据面前，沈某林袒露了实情。原来，事
发前一晚，沈某林与朋友一起吃了夜宵，他喝
了5瓶啤酒。夜宵结束后，凌晨2点左右，他开
车带着其他三人一起回家，结果行驶在路上
时，因为自己低头玩手机，注意力不集中，将车
开到了绿化带上。事发后，因为害怕自己酒驾
被查，他离开了事发现场。第二天早上 6点左
右，自以为酒气已散的沈某林再次回到案发现
场并报警。当民警告诉他涉嫌酒后驾驶时，他
希望堂弟沈某峰能帮自己顶包。沈某峰经不
住堂哥的劝说，便赶往事发现场，谎称自己开
车发生了事故。

真相终于大白，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惩
罚。记者提醒广大驾驶员，酒驾顶包这一行为
将受到法律严惩，切勿替他人顶包。同时，谨
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违规排放红色废水 肇事企业已被查封
重拳查处之外还将移送公安机关

记者 杨荣 周铭

区五院携手
华山医院举行义诊

本报讯 （通讯员 王海燕 记者 沈
雯）记者昨日从余杭区第五人民医院了
解到，医院将携手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
医院为乳腺癌患者带来一场“关爱女性、
守护健康”乳腺癌术后淋巴水肿康复义
诊，时间为4月19日上午9点。

乳腺癌术后淋巴水肿是发病率较高的
一种并发症，且病情不可逆转。2016年，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贾杰教授团队
将乳腺癌术后上肢功能障碍的规范化康复
引入中国，填补了国内的空白。去年，区五
院与贾杰教授团队开展深度合作，成为区
内首个也是唯一一个“乳腺癌康复专业委
员会”的会员单位，同时也是全市唯一开展

“淋巴水肿综合消肿治疗”的医院。
义诊当天，来自上海华山医院的专家

和区五院康复专家将一起为有需要的患
者朋友提供淋巴水肿检测，乳腺癌术后淋
巴水肿治疗方法和康复知识的讲解。义
诊的地点设在区五院门诊六楼大会议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