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宋晗语 通讯员 李力行）
“你在太湖的波光里，灿烂辉煌。我在良
渚古城上，举目仰望。曾经莫角山上建
殿宇，瑶山祭天地。沧海桑田，仿佛那一
场梦。”这段文字讲述的是良渚文化，如
果配上曾经流行一时的歌曲《南山南》的
曲调，一种沧海桑田的历史年代感，仿佛
跃然纸上。

若你能恰巧合着曲调唱出这段歌
词，不用怀疑是巧合，因为这正是由良渚
博物院讲解员王祺程根据严文明先生的
《良渚颂》改编而成的良渚文化版《南山
南》。

王祺程是良渚博物院讲解员。要做
好讲解，首先要对良博院内数千件展品
如数家珍，同时还要对良渚文化有足够
深刻的理解，才能在讲解时更全面地把
文物背后的内涵传达给游客。

“良渚文化是一个史前文化，虽然很
久远，但却有非常发达的稻作农业、非常
高超的手工艺以及当时卓越的城市规划
能力。古人营建古城墙，建造王陵墓地，
还有大型的水利系统，都让现代人叹为
观止。”王祺程说，如今大家所知晓的良
渚文化，都是基于考古发现，但考古是一
门专业性很强的学问，很多晦涩难懂的
语言，在向大众传播的过程中是有难度
的。王祺程说，作为一名讲解员，游客在
听完一次短暂讲解后到底能记住多少考
古知识，这不是他最关注的。他更希望
大家在听完讲解后，能觉得良渚文化有
意思，并对它或多或少产生兴趣，这才是
最有意义的。

2015年末的一天，王祺程的同事，也

就是后来歌曲的演唱者周苏，通过微信
发来了一段语音，内容是用《南山南》的
曲调，配上了严文明先生的《良渚颂》。
虽然字词与曲调搭配还很牵强，但这给
王祺程提供了莫大的灵感。“我要为良渚
文化编写一首《南山南》。”于是，几乎是
在一夜之间，良渚文化版的《南山南》歌
词初稿就成型了。

“其实最早的灵感是来源于周杰伦
的《爱在西元前》。”王祺程说，平时在哼
唱《爱在西元前》时，只知道这是一首讲
述爱情故事的歌，但偶然的机会，他发现
了歌词里的“秘密”。

“‘几十个世纪后出土发现，泥板上
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见……我用楔形文字
刻下了永远’，再看这几句歌词，都是在
考古历史上有迹可循的，歌词唱的是两
河流域文明，而那时候出土的就是泥板，
那时候发现的文字，就是楔形文字，我觉
得这样的方式真的是太好了。”良渚文化
也是远古文明，它在考古书上出现时，晦
涩难懂，如果也能用这样的方式唱出来，
给人强烈的画面感，难道不是一种更适
合现代人的方式吗？正因为有了这些想
法，才有了这首别出心裁却意味深长的
良渚文化版《南山南》。

歌词里有这样一段：你在黑夜里点
亮瑶山，谁的呐喊。我在汇观寻觅信仰，
神的舞姿。这些贵胄墓葬有秩序，首领
巫师有男有女。我想知道，那些年她是
谁？有谁知道，她又是谁的谁？王祺程
是这样解读的：考古工作者在瑶山发现
了13座墓葬，通过考古发现，现在通常认
为北面葬的是女性，南面是男性。那在

同一个墓地中，以这样的方式南北排列，
他们究竟是什么身份的人？为什么会埋
葬在这里，这些人之间又是什么关系？
是否也曾有过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事
实上，这都是考古发现后，一个又一个的
未解之谜。“而这些值得我们不断为之探
索的未解之谜，我认为才是良渚文化中
最有魅力的部分。”王祺程希望，大众在
听了良渚文化的讲解后，也能和他一样，
对良渚文化，甚至是中国更多的历史文
化产生兴趣，这也是他作为讲解员最想
达成的目标。

博物馆最重要的功能是社会教育，
而博物馆讲解员在这之中担任的角色，
无疑是一名教育工作者。王祺程是这么
看待自己的工作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有使命感的工作。我在用语言传播良渚
文化，我肩负着文化传承的重任。讲好
良渚故事，也就是讲好了中华民族的故
事。我希望能有更多人通过我的讲解，
对历史文化产生兴趣，对中华民族多元
文化产生兴趣，我认为这才是讲解最有
意义的地方。”

YUHANG MORNING POST
要闻 22018年8月10日

责任编辑：翟连宇 洪欢欢

讲余杭两新故事 奏改革开放强音

我们的老唐：党建引领发展永远在路上
尽心履职 狠抓落实

区总工会召开
十二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

本报讯 （记者 陈书恒 通讯员 郑敏
泉）昨日，区总工会召开十二届三次全体（扩
大）会议。会上对上半年主要工作进行了总
结回顾，研究部署了下半年工作任务，还就
《区总工会十二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工作
报告》进行了分组讨论与审议表决。区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杜坚强参加会
议。

上半年，区总工会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
果，区总工会连续 7年被评为全区综合考评
优胜单位，工会工作满意度测评结果连续第
二年全市各县（市、区）第一名。通过积极开
展建功立业活动，围绕“三年行动 五场硬仗”
工作部署，开展各类立功竞赛活动近百场，参
与职工 6万余人；开展职工劳动技能提升活
动，举行“百行百匠百赛”技能竞赛活动等各
级别技能竞赛、技能比武270余场；组织开展
第二届“余杭工匠”认定工作，共认定“余杭工
匠”20 名，推荐评选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2
人、省五一劳动奖状1个、省工人先锋号1个、
市五一劳动奖章 7人、市五一劳动奖状 1个，
进一步发挥先进典型的标杆作用；开展各类
人力资源招聘会，提供各类就业岗位 20000
余个；开展各类高温慰问活动，慰问企业和重
点工程项目400余家，惠及一线职工30000余
人；开展职工医疗互助活动，2018年参保人
数达271639人，4252人申领补助金498.43万
元；实施“集中要约行动”，签订工资专项集体
协商合同 1805份，顺利完成单建工会、联合
工会、行业工会三个100%的目标任务。

下半年，全区工会工作将以学习贯彻区
委十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和上级工
会要求为重点，围绕“三年行动”“五场硬仗”

“美丽余杭”部署，抓好职工立功竞赛活动；围
绕“创新余杭”建设，提升职工队伍素质；围绕

“幸福余杭”建设，提升服务职工水平；围绕
“平安余杭”建设，提升工会组织参与社会治
理能力；围绕“争当排头兵”要求，提升各级工
会自身建设水平。

会议指出，下一步，各级工会要认真贯彻
落实区委十四届五次会议精神，以“追求高质
量，争当排头兵”为要求，以区委“135”部署的
竞赛活动为抓手，提升工会组织满意度，增强
职工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发挥工会特色优
势，推动全区工会各项服务举措落到实处。

本报讯 （记者 孙明姝 杨嘉诚） 最
近，在微信朋友圈里，一则《我们的老唐》短
视频刷了屏，来自老板集团的“老唐”出现
在“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我为两新党建
打call”视频展播季中。

“老唐”是谁？他是老板集团专职党委
副书记、副总经理、工会主席唐根泉，曾获
浙江省千名好支书、杭州市优秀党务工作
者、杭州市劳动模范、杭州市优秀科技工作
者等荣誉称号。

20年前，老板电器成立党支部，正当壮
年的唐根泉，一手抓技术，一手抓党建，助
力公司驶入发展的快车道。10年前，为了
全面提升党建水平，作为技术达人的他，毅

然转型成为公司专职副书记，以专业的精
神，在企业里凝聚起了向上的力量，助力老
板集团党建实现飞跃。如今，新时代新征
程，不忘初心的他，引导广大党员，重塑艰
苦奋斗的“老虎钳”创业精神，为实现“党建
强、发展强”的百年名企目标不断努力。

老板集团是余杭实体经济的火车头，
回顾老板集团的发展历史，党建始终处于
一个重要的地位。作为集团专职党委副书
记，唐根泉认为，抓党建不能喊口号，而是
注重凝心聚力。多年来，他为此身体力
行。“这几天天气十分热，唐书记经常带着
工作人员来车间看望我们，为我们送冷
饮。”“我之前碰到了孩子上学的难题，是党

委帮我解决的。”……这是公司员工伙伴们
与“老唐”之间的温情故事。

“老唐是公司‘老虎钳’精神的代言人”
“老唐是老板大学的最棒牛师”“老唐是全
能王，样样精通”“老唐是一名技术达人”

“老唐是一位很不错的导师”“老唐是一位
红色先锋”……这是大家对“老唐”的评价。

作为一名从技术岗位上隐退下来的
“老兵”，唐根泉利用示范岗建设，实现党建
工作助推企业发展提质增效。“在示范岗建
设的过程中，我们把工作方式从传统的计
件式改为计时式，并不断推崇‘小班组、大
文化’的建设方式，提升组员们的归属感。
通过示范岗比拼的方式，使他们在比学赶

超中实现提质增效。”通过示范岗建设，老
板集团不少生产线都实现了明显的效能提
高，部分生产线的效率提升甚至超过了 10
个百分点。

在唐根泉看来，抓党建不能固步自封，
要与时俱进。利用钉钉APP等载体，老板
集团党委与时俱进，广泛应用“互联网+党
建”模式，为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提供工作、
管理和学习平台，构建现代化党建管理新
体系。

“党建引领发展，永远在路上。未来，
我们党委也随时准备着与企业一同面对挑
战，在成为百年企业的道路上不忘初心，奋
力前行。”唐根泉说。

守护圣地 传承文明

“我希望大家听了我的讲解，能对良渚文化意犹未尽”
记良渚博物院讲解员王祺程

王祺程（左）在博物馆周闭幕式上介绍良渚文化版《南山南》创作灵感

（上接第1版）

强调政府主导监管责任
自主、合作开发条件更严格

对村级留用地的开发使用，我区进一步
强化监督管理，切实发挥各级政府在推进留
用地工作中的主导作用。

《意见》明确，村级留用地的管理由区政
府统一领导，各做地主体、镇街按照属地责
任原则，统筹谋划推进辖区内留用地安置工
作，确保村级留用地项目能顺利实施、操作
规范。

各做地主体负责村级留用地置换房产
的筹集，制定具体的留用地“额度换房产”行
动计划。

各镇街审查把关辖区内村级留用地项
目可行性、开发模式及村（社区）自有资金等
内容，监督管理村（社区）村级留用地项目的
资金使用、收益分配等方面。

此外，为了避免开发能力不强导致土地
闲置以及合作开发“两张皮”等问题，《意见》
明确采用自主开发模式的，村级集体经济组
织自有资金需达到项目总预算70%以上。欠
缺自主开发经济实力，计划采用合作开发模
式的，需与区属国有公司或其他下属国有公
司合作开发，村（社区）在项目公司中所占股
份原则上不低于30%。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返还资金减压力

为进一步支持鼓励做地主体和镇街开
发村级留用地项目，减轻资金压力，《意见》
明确，多高层安置公寓底商营业房等涉及划
拨补办出让的置换房产，由做地主体补缴土
地出让金，财政部门在扣除各项规费后，将
资金返还至做地主体。自主开发和合作开
发项目土地出让价款在扣除各项规费后，土
地出让收益由区财政局全额返还至镇街，镇
街应及时拨付用于村级留用地开发建设。

（紧接第 1 版）通过量化考核，压实工作责
任，开展定期督查，对排查、巡查中发现隐
患的整改情况进行再跟踪，实现隐患整治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结果。

实行多梯度、多类别的管理模式
欠薪治理，功在平时。在做好源头治

理的同时，余杭区通过“责任、制度、监管”
的三落实，实行多梯度、多类别的管理模
式。

“一长两员”责任落实到人。建立工程
建设项目“一长两员”制度，创新在建项目
管理模式，所谓“一长两员”就是建立和落
实项目长、联络员、巡查员制度。每个项目
在醒目位置设立“一长两员”的公示牌，明
确职责、人员、部门。区防范处置欠薪领导
小组定期开展督查，对制度落实不到位的
人员进行通报，从而实现建设项目推进过
程中监管责任层层压实。

“分批备案”制度落实到位。按照“去
存量、消增量”的原则，实行在建项目落实
工程款与工资款分账管理、维权告示、银行
代发工资等“无欠薪”制度的分批备案。全
区 321个已建工程项目，在 2018年 5月 20
日前全部完成在属地镇街劳动保障部门的
制度备案，新建工程从 2018年 5月 1日起
全部实行先备案后施工，从而实现监管周
期起点从项目施工后扩展到项目开工前。

“分类管理”监管落实到点。开展在建
项目分类管理制度，对两年以来欠薪案件
进行全面梳理，锁定29个项目44家企业为
重点监管范围，对此类重点企业负责人联
合约谈，定期联合上门检查，严查劳务用
工。同时积极开展优质企业减负行动，对
符合条件企业的工资保证金予以退还、减
免，截至目前为 208家企业退还工资保证
金1.628亿元。

形成多角度全方位的惩治体系

欠薪治理重在联合，余杭区通过“部门
联动，相互支撑”形成了多角度全方位的惩
治体系。

处置和惩戒相结合，实行违法“零容
忍”。在元旦、春节期间，全区成立欠薪联
合处置小组，在区信访局进行实体化办
公。春节假期结束后，区人力社保局、住建
局等部门联合开展工程建设领域欠薪问题
专项治理行动，以“通报一批、处置一批、清
退一批”原则，对全区在建项目进行劳务用
工大整顿。截至目前，累计约谈企业 143
家，开具书面限期改正告知书 83份，通报
企业 47家。其中 11家企业被清退出余杭
区建筑市场，5家企业列入“黑名单”，有效
形成“一处违法、处处受限”的惩戒格局。

行政和司法相结合，开辟处置“高速
路”。区人力社保局与区公安分局实施“一

项机制、四个前移”合作模式，共同打击恶
意欠薪及恶意讨薪的违法行为，使余杭区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移送周期，从 15个
工作日缩短到 6 个工作日。自 2017 年以
来，余杭区查处恶意讨薪的行政案件9起，
对 24人进行行政处罚，破获拒不执行劳动
报酬罪8起，刑事拘留8人。

宣传和帮扶相集合，倡导理性维权“正
能量”。除利用报纸、网站、微信、短信、电
视等媒体进行“杭州无欠薪”行动的宣传
外，在建设项目工地上播放宣传动画片，营
造“杭州无欠薪”的良好氛围。同时，针对
民工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相对淡薄的特
点，开展帮扶活动，除在每一个在建工地设
立农民工维权告示牌外，还试点重大建设
项目组建工会，为民工提供法律咨询和维
权帮扶，传播倡导“工资不拖欠，维权要理
性”的正能量。

余杭成功创建全省首批“无欠薪”区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