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胡彦斐 王珏）“你
看，这就是古人看病的方式。”昨晚，中
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展厅内，一位

“老中医”正在“中药馆”为“患者”号脉；
观众们坐进了“茶馆”喝茶；很多人正在
围观婚礼……博物馆里人头攒动，馆内
的人像、商铺、场景都“活”了起来，当观

众步入江南水乡文化陈列展区，仿佛
“穿越”到了古代的江南。

这是博物馆为市民推出的一道名
为“博物馆奇妙夜”的特别“晚宴”，观众
置身其中，通过视听体验、角色体验、味
觉体验、购物体验和答题有礼等系列活
动，可以随时和身着古装的“古人”聊

天、交易，观看古人的生活习俗，实地感
受“让文物活起来”的奇妙体验。博物
馆突破开放时间限制，改变以往的静态
展示形式，让市民志愿者“角色扮演”，
观众既是参观者，也是参与者，在各种
新奇有趣的互动中加深对传统文化、习
俗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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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信息职场信息 招聘启事
因工作需要，余杭区人民检察院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司

法雇员(劳务派遣)，具体要求如下：
一、招聘岗位及名额
司法雇员01：法律、法学专业（本科、学士以上）10名；
司法雇员02：专业不限（本科、学士以上）3名；
司法雇员03：法律、法学、中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

动漫设计、艺术设计（本科、学士以上）2名；
司法雇员04：法律、法学、计算机（本科、学士以上）1名。
二、招聘对象及条件
1．户籍要求：杭州市（含区、县、市）
2．招聘条件：
①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遵纪守法；
②年满 18 周岁，不超过 35 周岁 (1982 年 5 月 11 日至

2000年5月11日期间出生)；
③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④本人没有违法犯罪记录，没有被开除公职或辞退的

记录及其他不符合司法雇员招聘的情形。
上述人员中，属 2018年应届毕业生的，须在 2018年 7

月31日前取得学历证书。
三、报名与资格审查
1.报名时间：2018 年 5 月 17 日—5 月 19 日（上午 9:

00-11:30；下午14:30-17:00），逾期不再接受报名。
2.报名地点：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政治部（杭州市

余杭区南苑街道政法街5号大楼401室）。
3.报名方式：携带全省检察机关司法雇员招录报名表

(报名表用A4纸打印，并贴上近期蓝底彩色免冠1寸照片1
张，在余杭检察微信公众号下载)、本人身份证、学历证书、
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蓝底彩色免冠1寸照片电子版1份。

四、考试录用
笔试；面试；体检；考察；录用。（详见余杭检察微信公众

号） 联系电话：88617105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

浙江四通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
浙江美惠地毯有限公司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出资人）决定：浙江四通化纤股份
有限公司与浙江美惠地毯公司合并，合并前浙江四通化
纤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7392万元，合并前浙江美
惠地毯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6959.5007万元。本次合并的
形式为吸收合并，浙江四通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存续，浙江
美惠地毯公司注销。合并后，浙江四通化纤股份有限公
司的注册资本为7392万元。浙江四通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和浙江美惠地毯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合并后的浙江四通化
纤股份有限公司承继。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
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
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
保，逾期不提出的视为没有提出要求。

特此公告。
浙江四通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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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烟酒价格继续下降
服务价格上涨明显

4月居民消费价格
同比上涨2.0%

本报讯（记者 俞杰 通讯员 赵红飞）记
者从区统计局了解到，4月，我区居民消费价格
同比上涨2.0%，与上月相比，环比持平。

食品烟酒价格继续下降，4月下降2.2%，影
响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下降0.41个百分点。特
别是随着天气回暖，本地应季鲜菜大量上市，鲜
菜价格持续下降，环比下降4.2%。

据了解，在被监测的 25种鲜菜中，有 20种
下跌，下跌较大的有：茄子下降 22.8%、四季豆
下降 18.2%、大葱下降 14.7%、丝瓜下降 9.1%、
豇豆下降 14.3% 、莴笋下降 8.1% 、藕下降
8.1%。猪肉、淡水鱼、海水鱼、虾蟹类价格回
落，分别下降5.2%、0.5%、5.2%、4.9%。

服务价格则上涨明显。4月服务价格上涨
0.8%，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上涨0.32个百分
点。其中，清明小长假带动机票价格上涨38.6%、
私房房租上涨3.2%、装潢维修费上涨3.0%。

4月工业品价格上涨 0.4%，分类价格涨跌
不一。其中，衣着类价格上涨1.5%，主要是4月
正值服装换季时节，新款上市、折扣力度减小；
随着国际原油价格的波动，国内成品油价格调
整，汽、柴油价格分别上涨2.7%和3.0%。

与去年同月相比，八大类商品呈“五涨三
跌”态势。被调查的八大类商品呈“五涨三跌”
态势，其中居住类上涨 6.0%、教育文化和娱乐
类上涨 1.1%、医疗保健类上涨 6.1%、生活用品
及服务类上涨 1.7%、交通和通信类上涨 1.0%、
食品烟酒类下降 0.2%、衣着类下降 0.6%、其它
用品和服务类下降1.0%。

余杭与湖北咸丰
远程医疗会诊启动
本报讯（记者 沈雯 通讯员 周怡 曹怡

蝶）本月，余杭区卫计系统派出的专家医疗团
队远赴湖北恩施，与对口的咸丰县开展医疗帮
扶。昨日，相隔 1400公里的两地，正式启动余
杭一院对口帮扶咸丰县人民医院的远程视频交
互式会诊系统，为一位84岁高龄的病人实施了
远程MDT(多学科联合)会诊。

接受会诊的老人患有高血压 20余年，5月
11日凌晨突发剧烈腹痛被紧急送医，余杭卫计
援恩施咸丰医疗队吴云龙副主任等医生团队进
行了 ICU抢救治疗，但老人病情仍然危重。昨
日上午 10时，余杭一院重症医学科郑坚主任、
普外科张庆主任、泌尿外科沈利扬主任、放射科
阮桂祥主任等专家准时坐诊余杭一院远程医学
中心。咸丰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钟华敏主
任、普外科刘亚辉主任等参加会诊并报告病
例。两院专家结合老人病情确定了治疗方案，
并交待了患者在患病及康复期间的注意事项。

建立远程视频会诊系统，借助“互联网医
疗”思维破解传统医疗在“环境、地点、场所、资
源”等方面限制，为疑难患者、重症患者的诊治
打开了便捷高效之门，节省就医成本。在这次
赴咸丰的医疗团队中，余杭一院考虑到余杭和
咸丰两地的空间距离，提出“信息先进”，特意派
出信息科副主任胡丕城参与到医疗团队中，到
达咸丰人民医院的当天，便着手开始安装远程
会诊设备，通过先开通当地的远程医疗，让老百
姓在咸丰就能享受到自杭州高水平医学专家的
优质诊疗服务。

接下来，来自余杭区一院和区中医院的专
家，还将根据当地医院的实际情况，帮助当地医
院规划学科、制度落实、人员培训、学术带教、处
理疑难杂症。

本报讯（记者 孙晨 通讯员 胡炳
华）近日，中泰街道泰峰村思古山茶叶
坪一片80亩覆盆子成熟了，虽是第一年
结果，却已迎来了不少采摘客。几年前，
因为矿山关停，这里乱石堆砌，且高低落
差大，变成了一片废弃荒草地，经过一系
列整治和土地流转，新增耕地100亩，并
由村委统一承包出去，不仅提升村庄“颜
值”，还增加了农民收入。

“一年前，我向村里租了这片地，总
共 100亩，用来种植覆盆子、八月瓜、黑
老虎、猕猴桃、水蜜桃等水果。”郑斌是一
名90后的创业者，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年
薪丰厚的工程预算工作，选择自己创
业。一年多下来，他总共投入了70余万
元，去年漫山遍野的向日葵让他的果园
火了一把，今年的覆盆子又为他圈了不
少“粉”。

郑斌承包的这 100亩土地原本是一
处矿山，多年前，中泰街道大力开展矿山
整治工作，关闭辖区内所有矿山。泰峰
村茶叶坪也成为了一片无人问津的荒
地。据中泰街道工作人员介绍：“在垦造
前，这里一部分是废弃园地，一部分是废
弃荒草地，地块高低落差较大，一部分土
地石块较多，不能种植农作物，没有配套
设施。”为大力推进农村土地整治工作，

加强土地开发整理，实现节约集约用地，
中泰街道 2013年申报了茶叶坪垦造耕
地项目。2014年初立项，5月开工建设，
12月底通过竣工验收。通过6个多月的
垦造，减少了田块之间的高差，方便排
水，完善项目与村庄之间配套道路，土地
质量达到垦造耕地标准，并且新增耕地
面积 95 余亩，极大改善了该区域的环
境，还被评为余杭区优良工程。

完成整治的 100亩地，归属于 93户
村民，为了能够有效利用该地块，同时为

农民增收，泰峰村对该区域进行土地流
转承包，将100亩地承包给郑斌，废弃矿
山摇身一变成了瓜果飘香的果园。

辖区内矿山关停后，中泰街道一直
致力于整治再利用工作。目前，有双联
村龙坞里垦造耕地项目、白云村太照坞
建设用地复垦项目等9个土地开发整理
项目陆续进行中。“这些项目完成后，一
些作为林地，一些作为园地，还有一部分
作为建设用地，我们将对这些土地因地
制宜地进行开发。”街道工作人员说。

废矿荒地变果园 高了颜值鼓了钱袋
中泰街道目前有9个土地整理项目陆续推进中

短评
弘扬传统文化

必先赋予其生命力

保护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已是共
识。如何让传统文化以喜闻乐见的形
式传播给大众，起到深入人心的效果？
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的“奇妙夜”
提供了范本，赋予传统文化以生命力。

博物馆里的展品通常以古代流传
下来的藏品为主，举办的展览也是某一
细分领域内的。普通大众不具备一定
专业知识，还真不太看得懂。水乡文化
展示是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的一大特
色，所以，对于身处余杭的受众来说，是
很接地气的。此次“奇妙夜”，更是让馆
内的街市、民宅、巷道“活”了过来，市民
代表穿起古装，以角色扮演的形式替代
原来的人像，还在商铺里与前来参观的
游客做起生意。参观者置身其中，参与
其中，必定印象深刻。

“文化余杭”建设少不了对传统文
化的保护发扬。近年来，我区开展五常
十八般武艺传承、余杭滚灯教学，《我们
的家园——余杭历史文化小学生读本》
进校园、《良渚文化》进教材等，让传统
文化变得通俗易懂，重现生命力。走入
寻常百姓家，才是真正的“弘扬”。

○唐晓慧

博物馆奇妙夜：让展览“活”起来

市民志愿者扮演的米店伙计在“卖米”

本报讯（记者 陈坚 王珏 通讯员 胡
丹 张钰）昨日，第二十届中国杭州塘栖枇
杷节缤纷启幕，花果之乡塘栖虚位以待，诚
邀广大游客品尝美食，畅游古镇。

今年的塘栖枇杷节将一直持续到 6月
初，以“欢聚一塘·幸福而栖”为主题，将枇
杷与美食、美景串成一线，让游客感受水乡
塘栖的别样精彩。期间，在圆满路和西界
河设置2个展销区块，各村枇杷果农及枇杷
经纪人通过实名登记、查看诚信记录、缴纳
押金、统一培训等，集中设摊展销。同时，
主办方还在 304省道运溪路南侧增设一个
自产自销点，并推荐27个枇杷采摘点，方便
游客就近购买、采摘。

另外，在顺丰速运的支持下，在各网购
平台下单订购塘栖枇杷，杭州主城区可实
现 4小时达，湖嘉宁绍地区当日达，江浙沪
和全国219个城市次日达。

枇杷节设置了“画上塘栖·梦里家乡”
画展、周末古戏台、全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浙江省主场城市等活动。再加上水乡美食
和水北老街、塘超小径等景区，一定会让游
客大快朵颐、大饱眼福。

从最初的“提篮小卖”发展到现在插上
电商物流翅膀销售至全国，结合美丽乡村、
古镇旅游、文创产业等业态，塘栖枇杷产业
已步入多元发展的良好态势，成为一张名
副其实的“金名片”。

第二十届塘栖枇杷节
昨日启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