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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起，临平街道庙前、罗庄、梅堰等社区
已陆续派发腊八粥，并给辖区80周岁以上老人
送粥上门；
●1月11日，钱江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
●1月13日 荷花塘社区小公园。

临平街道

●1月10-13日，茅山社区，8000余份；
●1月10-13日，星火苑社区，600份；
●1月10-13日，蓝庭社区，200份；
●1月11日13点，星光社区红枫苑、伊世纪、都
市港湾、都市知音四个小区，预计派发800份；
●1月12、13日，南横港社区，预计派发260份；
●1月12、13日，胡桥社区东顺寺，预计派发600
份；
●1月12-13日，陈家木桥社区横山寺，预计派发
300份；
●1月13日，李家桥村委，预计派发300份；
●1月13日，北沙社区公共服务工作站 ，预计派
发300份；
●1月13号，石坝社区老年过渡中心，预计派发
200份；
●1月13日，海珀社区雅苑门口，预计派发500
份；

东湖街道

●1月13日上午，良渚文化村社区联合万科同心
圆志愿者、大雄讲寺、村民食堂、真味餐馆、知味
观、江南驿等企业商户派送腊八粥，地点：大雄讲
寺、春漫里（真味餐馆前），良渚食街（村民食堂
前）、玉鸟流苏（知味观、江南驿前），未来城一期、
二期大门口；
●1月13日8：30，施家湾社区食堂，社区联合依
家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给居民集中发粥；
●1月13日8点，北宸社区联合各物业公司在各

良渚街道

●1月12、13日9点，山沟沟村黎鹰牧场年货节
现场；
●1月13日9点，前庄村村委；
●1月13日上午，太平山村后坞祠山庙。

鸬鸟镇

●1月11、12日7：30-14：30，天登寺；
●1月13日9点，泗溪村村委；
●1月13日7：30-9：30，釜托寺。

百丈镇

●1月10日-13日 兴国禅寺将给辖区机关、派
出所、部分村社送粥，预计派发3000份；
●1 月12日上午，黄湖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月12日，迂前南路老街，丽行社会服务中心
将为小城镇建设工人、居住在老街的老年人送
粥，预计派发200份；
●1月13日上午，农村商业银行门口，微幸福公
益组织将为环卫工人送粥，预计派发200份。

黄湖镇

●1月11日，窑北村村委；
●1月11日，原崇化村村委（前程路西端，桂花溪
园附近），预计派发10000份；
●1月12日，南山村老年食堂；
●1月13日，石濑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石村翁
家村组老年活动室。

瓶窑镇

●1月11日，益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将设粥摊，
地点：仁和广场、普宁村、花园村、九龙村，预计派
发1500份；
●1月12、13日，仁爱公益、社区学校、南方中金
等爱心单位，将为獐山、云会、东塘等村社幼儿
园、中小学、敬老院、工疗站等送粥，地点：仁和街
道名优特优农产品展销现场，洛阳村、葛墩村、新
桥村、獐山社区文化礼堂、仁良花苑等；
●1月13日7：00-9：30，仁和公益将在仁和广
场篮球场、云会菜场停车场、东塘小学停车场设
点派粥；
●1月13日上午，奉口村云中寺；
●1月13日上午，永胜村胜庵庙。

仁和街道

●1月12日上午, 褚家坝社区门口；
●1月13日上午,费庄村老年活动中心；
●1月13日下午，五杭村文化礼堂
●1月11日-13日上午，禹皇禅寺，发完即止；
●1月11日-13日上午，慧日寺，发完即止；
●1月11日，亭趾社区办公楼，下午2:00开始，发
完即止；
●1月11日下午，五杭社区富民桥美食馆旁；
●1月13日上午，永宁寺，发完即止。

运河街道

●1月13日，径山村里洪老村委，桐桥同心阁，
860份；
●1月12日，桥头社区红小径服务驿站，300份；
●1月12日，麻车头村居家养老中心，300份；
●1月 12日，小古城村养老中心、法华寺，600

径山镇

●1月11日，仓前街道太炎社区太炎广场，200
份，发完即止。
●1月13日，五常街道永福社区，1000份；
●1月13日，五常街道荆丰社区爱丁郡、西溪花
城小区，800份；
●1月13日，五常街道顾家桥社区老年过渡房、
西溪花城等地，800份；
●1月13日，五常街道洪园社区西溪君庐、西溪
融庄、西园等小区，800份；
●1月13日，五常街道荆山社区，1000份；
●1月13日，杭州市余杭区大同公益服务中心在
中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农商行中泰支行设置两
个送粥点，预计分发1000份；
●1月13日，余杭街道安乐寺、山西园社区一楼、
金星村老年协会门口、竹园村委、通济社区新桥
公寓大门对面都将有免费的腊八粥派发；
●1月13日10点前，闲林街道孙家坞社区篮球
场，400份。。

余杭组团

●1月13日，长虹社区澄溪庙，预计派发600余
份，居家养老照料服务中心，预计派发30余份；
●1月13日，北沙社区公共服务工作站，预计派
发300份；
1月13日，圣塘河社区圣塘庵，400份；
1月12日，红丰社区12号老年过渡房，200份。

小区门口派发腊八粥；
●1月13日上午，万年桥社区将为独居空巢老人
送粥上门，自取地点：社区、老年过渡房、良和雅
苑门口；
●1月13日上午，西塘河村老年过渡房；

份；
●1月12日，长乐村长西居家养老室，100份；
●1月13日，四岭村文化礼堂分堂，四岭村委，四
岭村居家养老照料中心，650份；
●1月12日，求是村文化礼堂，100份；
●1月12日，径乐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300
份；
●1月13日，漕桥村老年活动中心，500份；
●1月13日，西山村吉祥寺，由网格组织每户一
份，预计8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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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荣 王杨宁 俞杰）在临平街
道罗庄社区有这样一支队伍，每到腊八节
前，她们精心挑选食材熬制腊八粥送给居
民。这件事情他们一做就是 10年，每年腊
八节都有很多人特意去喝上一碗。如今，当
初的发起人吕银娥将接力棒交给褚连芬，继
续熬制香甜的腊八粥。

吕银娥：“熬制的腊八粥得到大家肯
定，我就非常开心”

昨天上午，记者在文明小区的“吕大妈
党员服务站”见到了吕银娥。她身体硬朗，

聊天思路清晰，全然不像一个年近 90岁的
老人。说起为什么会坚持烧腊八粥，事情要
从 2009年说起。吕奶奶说，那一年的老年
节，因受社区邀请，她和几位老人一起去包
饺子，最后看见一群老人吃上热腾腾的饺
子，感觉到无比幸福。此后，吕奶奶和其他
几位老人也萌生了这样的想法：聚集小区里
的老人集体过重阳、腊八节。

说做就做，她和组里的几名老人带头
捐钱。那一年的腊八节前夕，吕奶奶她们
买来了制作腊八粥的 14种材料和 90斤糯
米。从清洗选材到熬制，她们用了三天的
时间。腊八节的当天，她们把熬制好的腊

八粥送到社区，由社区分发，还邀请环卫
工人和送报工一起品尝。不到一上午，看
着粥被分完，吕奶奶和队员们都非常开
心。吕奶奶说，熬制腊八粥挑选的材料要
非常仔细，所用的桂圆和红枣都要一个个
挑选过才能入锅。如果选材不用心，整锅
粥都可能会熬坏。

有了一次成功熬腊八粥的经验，往后每
年吕奶奶和队员们烧制起来就非常得心应手
了。很多人喝过吕奶奶的腊八粥，来年都会
提早过来等。当得知熬制腊八粥的费用基本
都是吕奶奶她们捐赠的，又有不少人献出爱
心。

褚连芬：“看着老人开心，我也幸福。”

2017年，吕奶奶87岁，家里还有个老伴
需要照顾，没有更多的时间来为居民服务，
吕奶奶便亲自挑选褚连芬作为接班人。褚
连芬 2012年退休以后便和吕奶奶一起忙服
务站的事情，算来也有6个年头了。

2018年的腊八节是褚连芬第一次挑大
梁带队员熬制腊八粥。按照之前留的材料
搭配，她先进行选材，待一切就绪后开始
熬粥。熬腊八粥时要不停地搅拌，熬好
后，褚连芬的手心都磨出了水泡。大家尝
过褚莲芬熬出的粥，都交口称赞。自己的

付出得到大家的认可，褚连芬非常开心。
褚连芬说，她会尽自己所能，做好每一次
活动，也照顾好小区里的老人。

褚连芬说，从最初购买的 90斤糯米现
在已经增加到 110斤，很多居民吃好了第二
年会再来，还有不少居民也会赞助活动经
费。“我印象最深的是，今年 70多岁的杨茹
英老人，每年腊八节都捐 1000 元活动经
费。”褚连芬的公婆也很支持她，会捐活动经
费给服务站。“从第一年腊八节开始到现在，
我们已经收到爱心款3万余元。”

给大家熬制10年腊八粥的吕奶奶“退休”了 接班人褚连芬担起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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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上汽大众呈上了2018年销量成绩
单，全年销售达到 2065077辆，国内汽车市场销量
居前。大众品牌在销量高位依旧保持稳健，去年
销售171.3万辆，在国内单一汽车品牌销量靠前。

途观L 2019款刷新高端中型SUV市场标杆

德系高端 SUV途观，去年累计销售 303374
辆，在合资SUV销量稳居前几，上市8年来已成为
超190万消费者的共同选择。

途观 L 2019款焕新上市，带来了更高品质、
更具价值的 SUV驾乘感受。途观 L 2019款将全
系标配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电子驻车等诸多贴
心装备；新推出全景舒适版，配置18吋双色铝合金
精工轮毂及Panorama全景电动天窗；智动豪华版
上，19吋双色铝合金精工轮毂，智能电动尾门带尾
门延迟关闭及记忆功能、PLA3.0智能泊车辅助系
统等科技配备一应俱全。

途岳R-Line自信登场运动基因点燃驾控激情

去年 10月底上市的 Tharu途岳，迅速成为主
流SUV市场的新爆款，上市首月销量即破万台，累
计实现销售 24873辆，创 2018年新晋合资 SUV销
量新高。

途岳R-Line自信登场，延续了 Tharu途岳强
健有力、富有气势的造型风格，通过加入丰富的运
动风格外观及内饰设计元素，带给消费者动感愉
悦的 SUV新体验。外观方面，前脸上格栅和车侧
新增的R-Line金属质感徽标、全新设计的一体式
下格栅、环绕车身的运动侧包围、18吋双五辐雷霆
铝制轮毂、尾部双边装饰件与底部蜂窝造型凸显
运动气息。动力方面，途岳R-Line搭载了EA211
1.4TSI 发 动 机 ，最 大 功 率 110kW，最 大 扭 矩
250Nm，匹配DQ200七速双离合变速器，带来澎湃
动力。

途昂2019款强者更强尊崇体验升级

上汽大众旗舰大型 SUV全年销售 86182辆，
同比增长13.3%，市场占有率持续处于前列。途昂
2019款全系采用了大面积的哑光镀铬装饰，并标

配主动胎压监控装置。旗舰版与尊崇旗舰版的门
内饰与座椅采用菱形格缝线造型，提升了车内的
豪华感；前排配有6向可调航空头枕，提升驾乘人
员的头部舒适性；9.2英寸玻璃屏高清导航和多媒
体交互系统展现科技魅力；10色柔光环境氛围灯
让车主营造个性化的座舱氛围。此外，舒适版与
豪华版升级配备多功能彩色仪表。途昂2019款尽
展强者实力，将为消费者带来非凡的大型 SUV驾
乘体验。

进军新能源市场引爆关注

2018年是大众品牌的“新能源元年”，途观 L
PHEV 插电式混合动力版车型闪亮登场，上汽大
众新能源工厂也已开工建设，未来更多MEB平台
纯电动车值得期待。途观L PHEV 插电式混合动
力版搭载了高效节能又强劲澎湃的双擎组合动力
系统，支持多种驾驶模式，让消费者尽享净效与驾
趣。此外，新车电池系统均经过169项极限安全测
试，树立起新能源汽车安全标杆。

让新的旅程精彩纷呈

2019年新年伊始，上汽大众全系 SUV车型礼
遇降临利率降“0”，掀开全新篇章，驾驭新征程。1
月13日，腊八节，上汽大众杭州元泽“上汽大众腊
八欢乐购百台新车特价大促”现场揭晓，9重大礼
新年好运赢金猪。地址：余杭临平大道503号。

上汽大众SUV全系让新的旅程精彩纷呈

一千余份腊八粥
情暖城市美容师
本报讯（记者 吴一静）“甜甜的

真好吃！谢谢你们的关心！”今年65岁
的环卫工人陈美珍边尝着刚刚由微波
炉加热过的腊八粥，一边开心地说。
她主要负责新城路一带巡回保洁工
作，昨天早上一大圈转下来，来到人
民广场的城管爱心驿站稍事休息，没
想到喝到了腊八粥。

当天上午，区城管局城乡环卫监管
中心工作人员带着由灵隐寺提供的腊
八粥，来到人民广场、城区各主要道路
沿线，发放给正在辛勤工作的“城市美
容师”。“再过几天就是‘腊八节’了，正
值最寒冷的季节，也是环卫工人们最艰
苦的日子。”城乡环卫监管中心工作人
员说，“我们一共领来了一千多份腊八
粥，确保将社会关爱送到每一位环卫工
人手上。而因保洁作业未能及时领到
的，会由各作业单位发放，或者放置部
分在城管驿站内。”

吕银娥奶奶
向记者讲述
做腊八粥活
动的由来

诸连芬阿姨
在超市挑选
制作腊八粥
的材料

罗庄社区吕银娥党员服务站腊八粥制作团队

福粥暖新安
本报讯（通讯员 汤水根 袁莹 记

者 陈坚）昨天上午，南苑街道新安社
区和绿城颐德联合开展了“福粥到，吉
安来”腊八赠粥活动。

为了让居民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
腊八粥，社区早早地向灵隐寺申请了腊
八粥，免费向居民发放。昨天一大早，
社区志愿者和小区物业分成两路，一路
在社区党员驿站定点分发热腾腾的腊
八粥，一路给 60岁以上的老人上门送
粥。邬奶奶拿着热乎乎的粥动情地说：

“社区真是太暖心了，谢谢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