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杭方志馆举办讲座
说说水袖翩然的古典传承

余杭方志馆日前举办《一梦六百年，
水袖翩然里的古典传承——唐蕴岚谈昆
曲的传承与表演》文化讲座，浙江昆曲团
国家一级演员唐蕴岚和她的两位学生展
现了昆曲的历史传承、发展历程、特点表
演。

该讲座是余杭方志馆·人人讲堂第
12期，也是该馆举办的中国传统文化主
题系列讲座之一。 记者 陈坚

微 新 闻

这三辆共享汽车是何时停在这里的
呢？记者采访了附近商铺的工作人员。一
位店员告诉记者，从 3月开始，这些共享汽
车就出现在门前，一开始只有一辆，慢慢变
成了现在的三辆。“这三辆车停在这里之
后，就很少有挪动，目前已经停在这里至少
一周时间了。”一家商铺的经营者表示，门
前经常有共享汽车停放，但不是同一个品
牌的，“车辆是共享的，本是为了方便市民，
但有人将车违停在这里，成了阻碍他人通
行的障碍物，实在不应该。”

记者扫描了车身上的二维码，进入了
租车界面，因为离车比较近，租车信息立即
生成。租车信息显示，这是一款奇瑞“小蚂
蚁”四座车，有两种计价方式：一是按照标
准借车，每分钟 0.59元计价；二是 1.5小时
畅行套餐，价格为48元。

在注册时，记者留意了一下租车基础
服务协议内容，其中第5条明确指出，“责任
免除及免赔范围重点里涉及到的：停车费、
保管费、扣车费；罚款、罚金或者惩罚性赔
款。”也就是说，产生罚款等情况均由租车

人负责。
对于共享汽车在租赁过程中出现的刮

蹭等交通事故，同样需由用户自行承担。

在预订车辆的界面上，关于还车也有明确
的要求，需停放在任意GOFUN停车场，但
具体位置没有标出。

停放在振兴西路、汀州路交叉口非机动车道上的共享汽车同属于GOFUN品牌

随后，记者拨打了GOFUN汽车租赁
公司的官方电话。客服表示，临平城区
目前在余杭高铁站南路、华庭西区西北
角等地有指定的停放点，后台系统对违
停行为都有记录，如果租车用户不配
合，公司会冻结该用户的账号，并持续
追究其责任。

继共享单车之后，共享汽车陆续登
陆余杭，而且呈快速增长的态势，所带
来的问题也日渐显现。在采访中市民张
先生称，早高峰出行时段，在320国道

附近从来没有堵车情况，前段时间却因
一辆共享汽车随意停放挡住了前行的道
路。“因为要送孩子读书，车被堵在了
半路上，心里真的非常生气，没办法后
来大家都换路线了。”市民呼吁，相关
部门和租赁公司必须尽快制定好相关的
规矩制度，如果等到共享汽车越来越
多、越来越无序的时候才重视，可能就
措手不及了。此外，市民在享受共享汽
车、单车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一定要
按要求规范使用，切勿乱停乱放。

共享汽车乱停放？照样罚！
市民呼吁相关部门、租赁公司“严立规”

上周三，读者王先生向本报
新闻热线8008571600反映，最
近一段时间，临平振兴西路与汀
州路交汇处每天都有几辆共享
汽车停在非机动车道上。接到
线索后，记者立刻赶往现场。果
然，在振兴西路121号门前，记者
看到了三辆白色的“GOFUN”
共享电动汽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五十六条的规
定，这三辆车均未按要求停车，
被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贴上了违法停车告知单。

记者 杨荣 王珏

服务协议明确：罚款由租车人负责 还车需停放在指定区域

记者在现场发现，由于车辆没有按要
求停放被贴了违停告知书，记者咨询了余
杭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
队。综合执法一中队队员毛盛盛告诉记
者，他与GOFUN汽车租赁公司取得联系，
并向对方如实反映了车辆违停情况，希望
该租赁公司在停车方面更严格规范。昨
天，记者再次来到振兴西路，之前三辆共享
汽车已经被挪走，记者也未发现该品牌或
其他品牌的共享汽车停在非机动车道上。

毛盛盛告诉记者，从今年3月中旬开

始，他们在执法过程中发现，振兴路、世纪
公园南门、320国道以北，经常有共享汽车
停放在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上。据统
计，从3月中旬以来，针对共享汽车在非机
动车道违停行为，他们已经开出38单违停
告知书。“对于车辆长时间未挪动的，出于
人性化管理，我们不会叠加开具违停告知
书。”毛盛盛说，在管辖范围内，目前没有
GOFUN共享汽车的指定停放点。接下来，
对于辖区内出现的共享汽车违停现象，他
们会继续与租赁方取得联系，明确告知。

城管中队一个月开出38单违停告知书 违停租户会被追责 享便利也要规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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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5点的超市里
两人拎着一袋硬币

原来是偷了
充电桩里的硬币

本报讯 （记者 李雪红 通讯员 余
检）凌晨5点，郭将（化名）同唐易（化名）
拎着一个沉甸甸的黑色背包走进五常街
道的一家小超市。

入店后，两人什么都不看什么都不
买，张口就问：“老板娘，能不能用硬币换
整钱啊？”“可以啊，店里经常要用硬币
的。”老板娘回答道。

随后，唐易把黑色背包一斜，拎着背
包底部的一个角，将包中的硬币一口气全
倒在了收银台上，1000多个硬币就这么堆
在了老板娘眼前。一下子收到这么多硬
币，老板娘很惊讶，但也没细想他们哪儿
来的这么多硬币。

与此同时，五常有四个设在小区的投
币式电动自行车充电桩遭多次盗窃。接
到报警后，办案民警在调取监控后发现，
作案的犯罪嫌疑人都指向那两个携带大
量硬币去小店换钱的奇怪客人。通过对
监控的深入审查和人像比对，办案民警最
终于 1月 10日上午将涉嫌盗窃的二人抓
获。经侦查讯问，两名嫌疑人是用工具撬
充电桩存钱箱锁的方式进行盗窃。

经检察官审查认定，犯罪嫌疑人郭某
伙同他人于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期
间，在五常街道撬盗电动自行车投币式充
电桩内的一元硬币，盗窃作案共计 8起，
已涉嫌盗窃罪。

办案检察官表示，电动自行车充电桩
在方便市民充电的同时，也给犯罪分子带
来了可乘之机。近一年来，盗窃充电桩内
硬币的案子屡见不鲜，偷盗金额少则数千
元多达数万元。建议被害人（单位）将充
电桩的收费方式由投币改为扫码（网上支
付），以避免此类案件再发。同时，检察官
也提醒其他投币式充电桩持有人，现金尽
量不要在外过夜，优先选择扫码支付式充
电桩，以降低被盗窃的风险。

黄湖镇开展
宗教场所消防演练

日前，黄湖镇文体中心联合镇专职消
防队、镇消安办等部门开展宗教场所消防
演练活动。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现
场讲授消防知识，全体人员进行灭火器材
实际操作和模拟火灾逃生演练。

见习记者 詹有天 通讯员 孔佳琦

东湖街道星河社区
送出200顶安全头盔

东湖街道星河社区日前举办了以“安
全头盔伴你行 平安出行才放心”为主题
的助力平安活动。开发区交警中队的民
警介绍了自己在执勤过程中常遇到的交
通安全问题并给与专业指导。活动共计
送出安全头盔200顶。

记者 杨嘉诚 戚亦铭

15年如一日 肩挑乡村发展大旗

2003年，适逢村级规模调整，原径山
村和原里洪村被合并为如今的径山村，当
时在村里开办桶装水厂的俞荣华被径山
镇党委任命为村党总支委员、村务工作领
导小组成员。2004年6月村委改选，俞荣
华在村民的支持下，被推选为新径山村首
届村委会主任。

为了使两个村尽快融合、致富，俞荣
华规划起了径山村未来的发展思路，提出
从新建村民服务中心大楼作为新村发展
起点的想法。“当时，村里每年只有10万元
左右的集体收入，新大楼造价要 200多万
元，这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为了让大家
更有信心，俞荣华通过各种途径凑足了建
设资金，确保了新服务中心大楼的顺利落
成。在大楼投入使用的那天，俞荣华在全
体党员、村民代表大会上动情地说：“我们
终于有自己的‘家’了。”新村委组成后，在
美丽余杭行动、重点提升村建设、村庄基
础环境整治等一轮又一轮的“美丽乡村”
建设中，俞荣华带着班子成员一步一步地
朝着梦想不断努力。

为打造“中国禅茶第一村”尽心尽力

“他向来就是任劳任怨，有时深夜 12
点还在办公室里工作。‘美丽乡村’建设以
来，村里变化真的很大，现在成绩出来了，
村里人看在眼里，也都对他竖起大拇指。”
这不仅仅是径山村村民余交宝的心里话，
更是径山村大多老百姓对这名村委会主
任的认可。

2017年，径山村作为新一轮“美丽乡

村”建设首批村，俞荣华有了新目标和新
任务。径山村的围墙改造、庭院提升、立
面整治工程中，处处可以看到他亲力亲为
的身影。突出“禅茶一味”意境，在房屋的
立面和景观的布局中都能悟出茶禅的影
子，也成为径山“美丽乡村”的点睛之笔。
这都是俞荣华为了更好地彰显禅茶元素，
为以后产业发展提前布局。径山村的“美
丽乡村”建设在年度验收评比，位列全区
41个创建村第一名。

抢抓机遇 铺就乡村振兴富美路

对于俞荣华来说，“美丽乡村”建设不
光要有整洁的庭院、漂亮的村庄，还要有
和谐的邻里、美丽的乡愁，更要有扎实的
经济支撑和可持续的产业。依托径山寺
坐落地、径山茶原产地两大核心资源，径
山村借助山顶 54户农户和 5家茶企整体
搬迁安置的机遇，提出了打造“中国禅茶
第一村”的新目标，引导村民施展手艺，办
民宿、农家乐，开茶馆。不仅村民可以在
家创业增收，村级集体经济也不断壮大，

“美丽乡村”的建设脚步愈加轻快。
如今，走进径山村看到的是满山的茶

园，闻到的是飘逸的茶香，喝到的是老底
子的茶汤。不论走在村道的老石板上，还
是禅意的公园中，处处彰显着径山禅茶文
化的元素。

最近，俞荣华又在积极谋划成立径山
村景区旅游发展公司，致力于把美丽环境
转化成美丽经济，打造宜居、宜游、宜业的
富美径山。在乡村振兴的大潮中，俞荣华
依然坚定地带领着村委班子和全体村民
向“中国禅茶第一村”的目标砥砺前行。

争做余杭铁军先锋 争当新时代发展排头兵

抓项目有亮点 惠民生献红心
——记星桥街道太平社区党委书记陈亮红

匠心打造中国禅茶第一村
——记径山镇径山村村委会主任俞荣华

陈亮红（左）在商议社区事务 俞荣华（左）在村民余交宝家中探访

5年前，太平社区集体年收入
仅30多万元，是个不折不扣的经济
薄弱社区。如今，集体经济达700
万元，今年更是向突破千万冲刺。

社区集体收入20多倍增长的
背后，有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红利，也
有以陈亮红为代表的社区两委班子
的努力。不光抓经济，在社会管理
上，社区也是屡出新招，眼下全区推
广的出租房“旅馆式”管理模式的雏
形就出自太平社区；老年食堂的建
立，提升了社区老人的幸福感。

记者 陈坚

过去，径山村只有几盏简易路
灯，没有一条宽敞村道，没有一处
文化特色节点，甚至没有一个像样
办公楼的山村。如今成了“全国美
丽宜居村庄示范”“余杭区美丽乡
村精品示范村”，在这些成果的实
现的背后，是径山村村委会主任俞
荣华15年来始终如一的坚守。

2005年，为了能一心一意干
好村里的工作，俞荣华毅然将开办
多年的桶装水企业转让，从此一心
扑进径山村的建设发展中。

见习记者 詹有天

村级留用地项目年收入700万元

4月 15日，一座拥有 750个车位的大
型停车场在星桥街道太平社区正式运营，

“这是我们用村级留用地开发的项目之
一，也是临平周边最大的停车场。”社区党
委书记陈亮红告诉记者，停车场建成后能
缓解周边多个小区的停车难；为建设中的
地铁站提供配套停车场；同时，周围5家汽
车4S店也有了专属的新车存放库。

和停车场一样，这5家汽车4S店都是
太平社区利用村级留用地开发的项目，

“一年可以为社区带来 700多万元收入。”
陈亮红说，目前，太平社区的集体经济实
力位居街道第2位，全区第21位。

太平社区是一个全征全迁的新型社
区，除了村级留用地指标外，社区可掌握
的资源不多。如何用足用好这些宝贵的
资源，陈亮红动了不少脑筋，最终把目光
投向了汽车4S店项目。

目前，太平社区通过自建转租、合作
共建等不同模式，引进了奥迪、丰田等5家
汽车4S店。今年，荣威新能源汽车精品店
也即将入驻，在壮大汽车 4S店版块的同
时，也增厚了社区的集体收入。

“今年集体收入有望破千万，力争
2020 年街道排第一，全区排名上升 10
位。”这是陈亮红的一个愿景，他对此充满
信心。

首创出租房“旅馆式”管理模式

社区收入水涨船高的同时，平安建设
也没有落下。2016年，整个杭州市都在紧
张备战G20峰会安保。太平社区 5000多

名住户中，有一半是流动人口，安保压力
不小。为此，有派出所工作经历的陈亮红
充分发挥专业经验，组建了一支18人的治
安员队伍，每人分片包干2到3幢居民楼，
承担居住人口排摸、平安巡逻、消防安全
排查等任务，效果非常明显。

2017年初，太平社区在街道指导下，
率先成立了全区首个出租房管理中心，通
过“先达标后出租，先登记后入住”的模
式，达到以房管人的目的，有效破解了流
动人口管理难题，得到了当时区委分管领
导的充分肯定，要求全区进行推广。

打造独具特色的社区文化品牌

社区全征全迁后，老百姓身份从农民
变成居民，统一搬进了多高层公寓，邻居
之间串门的少了，再加上新小区配套不
足，老人们在家呆不住，但又无处可去。

陈亮红在社区办起了老年食堂，首先
解决了老人们的午餐问题。随后，街道首
个开心茶馆又在社区开张，每周 2场为居
民表演小品、戏曲、说书、二胡等节目。
2012年，社区又建成了 1000平方米的居
家养老中心，设有老年食堂、开心茶馆、文
体活动室、阅览书画室、托老中心、老年大
学等“六位一体”的功能场所，深受社区居
民的欢迎。

2017年，太平社区居家养老中心被评
为全区首家杭州市四星级居家养老中心，
工作经验获全区推广。

接下来，社区将进一步培育文体队
伍、丰富活动内容、提升服务质量，打造独
具特色的社区文化品牌——这是陈亮红
的另一个愿景。

塘栖镇举办治保主任
专职网格员培训班

日前，塘栖镇举办全镇治保主任、专
职网格员培训班，结合 2018年度平安建
设，梳理问题、总结经验，并布置 2019年
度“全域治理”、扫黑除恶、消防安全、司法
调解、网格建设等目标任务。

通讯员 柴媛媛 记者 陈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