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金晓榕 通讯员 肖
文祥）网格无小事。近期，良渚网格员
及时参与多起事故救援，用“小网格”编
织出一幅幅和谐、暖人的画卷。

近日，良渚街道物流中队网格员花
崴和郑佳俊在康桥路日常巡查时发现
一起电动车与汽车相撞的交通事故，电
动车驾驶员意识清醒，但头部受伤，无
法动弹。他俩立即上报大联动指挥中
心，通知交警，并拨打120通知急救车前
来救援。日头很大，路面气温很高，为
减轻伤者痛苦，网格员特意找来一块木
板帮伤者遮挡阳光。待伤者被送医，事
故处理完毕现场恢复正常后，网格员才
离开继续开展日常巡查工作。

同样的事例还有很多。
6月 1日20时，网格员胡晓恬、严超

在东西大道巡查途中发现一起面包车撞
毁护栏的交通事故。为防止造成二次交
通事故，他俩一人指挥交通，一人把散落

的破损护栏转移到路边。得知车主的女
儿因生病不舒服而在车上大吵大闹时，
网格员又护送小女孩先回家。

6月 6日 18时 20分，良渚街道网格
员项涛在下班途中发现西险大塘南大
圩里路段一处地方正冒着黑烟。他立
刻通知中队值班队员，网格员祝晓峰、
梁杭辉、曹苏杰、韩虞峰、顾金鑫、梅杭
杰闻讯后迅速组建队伍，5分钟就到达
现场。经现场勘查，起火点为一苗木场
管理用房，房屋内存放易燃油性物品，
情况紧急。几位网格员在找到水源后
协力使用消防水泵开始灭火，经过及时
扑救，火情得到控制，为后期119火警救
援争取了宝贵时间。灭火期间，网格员
祝晓峰不慎割伤了右手，但他忍痛坚持
直至救援任务结束。

网格员在群众遇到困难便施以援
手几乎是出于本能，这样积极向上的正
能量，值得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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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村 登云桥

良渚的桥

桥名片

登云桥，当地俗称杨家桥，位于大陆村杨家桥

自然村，南北向跨七贤港。始建年代不详。桥长

16.54米，宽1.6米，跨径11.58米，距水面高约4.5

米，为三孔石梁平桥。

通讯员 金良瓶/文 记者 金晓榕/整理
材料由良渚街道办事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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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金晓榕 通讯员 俞
珠花 金良瓶）在新时代流行趋势及审
美倾向的诉求下，中国动画如何摆脱模
仿的牢笼？民族动漫品牌如何汲取优
秀传统文化的营养进行传承与创新？
中国动画学派又如何借力民族动漫品
牌的打造而重建？6月8日，余杭区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系列活动“中国学派重建
与动漫品牌打造”产学研合作论坛在良
渚新城梦栖小镇设计中心举行，国内动
漫行业大咖开启了一场“良渚论剑”。

本次合作论坛邀请了国内外权威
专家学者、学术机构、知名动漫企业、文
创企业及政府相关部门，在对兼具中国
传统文化特色与时代气息、时代精神的
动漫作品的创作理论、创新方法、品牌
打造及商业运营等方面进行深入剖析
研究的前提下，共同在新的时代背景
下，对中国动画学派的重建与民族动漫
品牌的打造路径及方法等一系列问题
进行探讨，并通过引入资本投资、对接
优秀文创项目及企业来形成产业发展
和交流合作、项目投资平台，为“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活动的深入推进提供了
强有力的理论指导和服务支撑。

一系列专家学者及行业大咖在论坛
上发表了主旨演讲，在一波又一波的“回
忆杀”中共同寻求中国动漫的发展之路。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中国电影
评论学会动漫游戏专委会主任、浙江
大学教授 盘剑

在中国动漫产业转型升级的时代
背景下，打造具有民族风格的中国动画
品牌刻不容缓。他指出，本次论坛的两
个重要议点“中国学派重建”与“动漫品
牌打造”二者共同涉及目前国产动画创
作和中国动漫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
故中国动画学派的重建在当下有着重
要的指导性意义，找到中国学派与当代
社会的契合点及对未来世界的引领之
道，重建中国动漫学派，甚至创建“新的

中国学派”，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来
打造当代动漫品牌，将引领国产动漫走
向新的高峰。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名誉会长 章柏青

学术界对中国动漫学派看法虽然
不一致，但中国学派作品的文化之美、
意境之美却是大家一致认可的。追溯
中国动学派动漫创作的辉煌历史及衰
落变迁，需要意识到“重建”意味着对新
时代变化的适应，中国学派应该抱有自
己的品牌精神，蕴含新时代中国精神、
汲取中国文化的营养，表现出中国的美
学特征及文化辨识度，才能获得新的活
力。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所长、中
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博士生导
师 丁亚平

中国学派如今面临着人才培养组
织结构不全、故事讲述方法不够巧妙、
注重作者性忽略观众性等一系列困境
与难题。放开眼光，融入世界；发挥文
化优势，走商业动画之路；从观众的眼
光出发，提高讲故事的能力；发挥年轻
一代的人才优势，不断学习、发挥中国

文化优势进行展望与超越是中国学派
重建与发展的根本道路。相信未来的
中国学派将更加多样化、全球化、顺应
时代的发展。

中国动画学会副会长、前《孙悟空》画
刊副主编、国家一级编剧 贡建英

虽然现在中国学派动画因为种种
原因衰落，没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却为
现在的动画产业发展提供了反思借鉴
的经验。在以后的发展道路上，要在学
习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有新的创造
与发展，找到中国精神文化国际化、现
代化的表达方式，坚持做品质动画，适
应新时代观众心理及精神方面的需求，
振兴中国学派动画。

北京电影学院中国动画研究院常务
副院长、著名动画片导演 曹小卉

中国动画学派的核心是民族化，民
族化仍然是当今中国动画创作的基
石。如今，《大圣归来》《大鱼海棠》等一
系列动画作品也都在民族化的道路上
不断探索前行。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国
动画的根，保持文化自信，关注现实生
活，弘扬时代主旋律，不断转化与创新，

构建理想动画世界，国产动漫的民族化
将渐渐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相信
中国动画明天会更好。

杭州硬脑创意科技有限公司艺术总
监 邵宇

邵宇以作品为例，生动而细致地讲
述了如何在创作中融入传统文化元素，
结合东西方美学及技法，用画面传达中
国文化意境。她认为，对艺术性的再次
回归、对符号化风格的超越、对于东方
美学的再认识以及对于形式内容的创
新是中国学派重建、中国动漫发展的关
键。动漫的发展，既要有传承，又要有
创新。

而在“中国学派重建与动漫产业发
展”研讨会上，一众新老专家学者及行
业大咖共同探讨中国学派重建与动漫
产业发展的关系，从不同角度出发、在
激情碰撞中寻找学派重建与动漫产业
发展的方法与思路，以期在新的时代背
景下创作出满足新时代受众的审美以
及精神层面需求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
气质的、讲述中国故事蕴含中国文化的
动漫作品，推动中国动漫产业发展，弘
扬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中国动漫之魂。

学术引领、资本赋能、产业发展，本
次论坛在中国动漫发展理论方法探讨
的基础上迈出了项目资源与资本对接
的关键一步，将理论落实在实践当中。
当天优秀动漫项目路演及合作交流会
与“中国学派重建与动漫产业发展”研
讨会作为平行项目同时举行。在中国
电影评论学会动漫游戏专业委员会秘
书长苏焕的主持下，通过充满创造性的
高校师生的创作对“重建中国学派”和

“打造动漫品牌”进行了多种探索，架起
了项目与资本间的桥梁，形成了产业发
展和交流合作和项目投资平台，为国产
动漫的发展增添了助力。

当下的良渚，已经有不少深耕文创
的优秀企业、创新团队、创新人才聚集
在这片历史文化积淀的土地上，迸发灵
感创意，诞生了一件件创新创意产品，
推动了全域创新蓬勃发展。

动漫大咖“良渚论剑”
共商中国学派重建与动漫品牌打造

本报讯 （记者 金晓榕 通讯员 沈祥林 祝震
宇）日前，杭州杨大妈农副产品配送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姣英及公司员工，带着公司生产的肉粽、鸭蛋及腿
猪肉等，到良渚街道敬老院开展慰问活动，为 20位孤
寡老人送上节日的问候。

杭州杨大妈农副产品配送有限公司坐落于良渚
安溪工业园区内，是一家集农产品种植、肉类分割、净
菜加工及农产品冷链配送为一体的现代农业服务企
业。在企业发展的同时，公司不忘回报社会，向老人
们送上爱心，送去快乐。孤寡老人钱阿毛从杨姣英大
妈手中接过礼品，开心得像个孩童。

登云桥在良渚街道大陆村的村民眼中，曾是一座
“天天走”的桥。

这座静静横跨在七贤港上的石桥，看上去朴实无
华，三块长条石并排横铺在桥墩上，简单得不能再简
单了。在中孔的西侧，仍可以看到“登云桥”等字样，
但也只是普通的阴刻而已。

登云桥的桥墩由三块长条石并列竖砌，上面覆石
盖梁以承托桥面，南北两面桥台则由条石横向错缝叠
砌而成，内侧还嵌有石壁墩。

如今的登云桥并没有太多的变化，也保存得较
好，仅仅是走的人少了，同时为了安全，在桥面两侧加
装了扶栏。除了外表普通，登云桥本身并没有太多的
典故，或许曾经有过，但已经湮灭在了漫长的历史长
河里。

据大陆村原歌罗桥村老书记孙妙昌回忆，三十多
年前，登云桥还是当时杨家桥自然村两岸村民来往的
首要通道。

“我母亲如果还健在，那么她应该九十多岁了，很
多关于登云桥的故事，我还是从母亲那里听来的。这
座桥有着我对母亲的思念及孩提时代的美好回忆。”
孙妙昌说。那时候的桥，其实就是现在的路，作为水
乡余杭，来来往往都靠船只，水路是最常见的交通方
式。无论是去塘栖，还是去老余杭，在登云桥下，多少
满载着货物的小船经过。

“真的很热闹，我经常坐在登云桥头，看着南来北
往的船只，看着皮肤黝黑的船夫，看着婚丧嫁娶，看着
人生百态……”最让孙妙昌记忆深刻的是桥头那棵柿
子树，他用超级大来形容，但遗憾的是岁月没能留住
这棵百年的老树。

如今，大部分村里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曾经的登
云桥头有一棵超级大的柿子树。就像他们不知道，曾
经的登云桥头，还有一块功德碑。

在登云桥北面有一座庙，当地人称作王桐庙。在
孙妙昌的记忆里，他和母亲牵手走过登云桥去庙里祈
福的场景依稀可见。

登云桥下的河叫做七贤港，在它的西面有个地方
叫做五弄漾。

“有一年端午前后，母亲和我走过登云桥，她向我
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良渚水系交错，每当端午，家
家户户都会划着龙舟去祈福，而五弄漾便是水系交汇
的地方。如果有五条龙舟，不约而同在此地交汇，那
么河里便会有金色锁链露出水面……”孙妙昌说。

于是，每年端午，村里的孩子们便会傻傻地趴在
登云桥上，看着龙舟划过，痴痴地盯着水面，期待金色
锁链从水底浮出。

只是这么多年过去了，金锁从未现身，而趴在桥
上的孩童们一个个从少年走到中老年，转眼间，半个
多世纪过去了……登云桥上再也不见趴着寻金锁的
孩童，甚至连五龙交汇现金锁的故事都渐渐被人们淡
忘了，孙妙昌也成了村里最知晓登云桥的人。

本报讯（记者 金晓榕 通讯员
张辛亥）近日，杭州恒美塑胶有限

公司工会主席闻月萍，会同良渚街
道工作人员与新港村扶贫联系人，
一同走访慰问了新港村村民陈来
定，为他送去水果及慰问金。今年
62岁的陈来定，无儿无女，靠打零工
维持生活。因文化程度低，他在使
用煤气、家电等方面存在困难，目前
在其大哥等家人的照料下生活。由
于为人实诚，杂货店老板很信任
他。虽然工资少，但他工作积极性
高，心态良好。慰问中，街道工作人
员叮嘱他要注意身体，做到劳逸结
合，经常去社区医疗服务站做检查。

杭州恒美塑胶有限公司对于陈
来定的关爱，是良渚街道 2019年精
准扶贫工作的重要体现。在精准扶
贫的道路上，良渚街道、良渚企业家
一直在努力。

2018年年初，良渚商会 32家企
业向良渚城乡社区发展基金会累计
捐款428000元用于精准扶贫。春节
期间，商会联合良渚城乡社区发展
基金会对街道99户特困户进行春节
慰问，慰问金额 198000元。2018年
6月，良渚商会赴湖北恩施咸丰考
察，开展东西部对口帮扶工作，并向

当地 3所学校捐赠文体用品资金 6
万元。浙江良渚蔬菜市场开发有限
公司对径山镇径山村贫困家庭进行
结对帮扶，并荣获 2018年度全国贫
困地区农产品产销对接突出贡献
奖、贫困地区农产品产销对接公益
扶贫企业。今年6月，良渚商会组织
会员企业前往贵州省台江县进行扶
贫，使城关一小的老旧教师宿舍得
以修缮，有力缓解了学校在交流教
师安置方面的难题。

目前，良渚街道还有低保家庭
596户（其中残保 466户）、低保边缘
户20户、特困供养户9户，街道将紧
紧围绕高标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
标，坚持科学治贫、精准扶贫、有效
脱贫、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基
本原则，注重政府兜底保障与社会
帮扶相结合，注重“造血”帮扶与“输
血”救助相结合，注重物质帮扶与精
神关爱相结合的模式，以“三个落
实”（落实帮扶对象、落实帮扶联系
人、落实帮扶企业）和“四个到位”
（工作到位、帮扶到户、责任到人、措
施到位）为抓手，建立健全帮扶到户
机制，采取一户一策，实施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确保低保家庭如期奔
小康。

本报讯（通讯员 金祖瞬 金良瓶
记者 金晓榕）近日，良渚街道杭运幼
儿园边的上园路公厕正式提改完成，区
城管局组织专家现场检查考核，一致通
过提改考核工作。目前，公厕已投入使
用，内外环境协调漂亮，设施标准齐全，
设备便民人性化。上园路公厕作为今
年第一座投放的提改厕所，成为良渚街
道“厕所革命”2018-2019完美衔接点。

2018年，良渚街道按计划完成新建
和改造公厕 18座、社会开放 45座的工
作任务；2019年，计划完成新建或改造
公厕 8座，对外开放公厕 6座。截至目

前，已完成社会对外开放公厕 6座，8座
新建或改造公厕方案已确定，正在进行
项目上报和前期准备工作。

这次完成提改的上园路公厕建筑
面积约 82方，内部设第三卫生间、管理
间，男女厕内各有无障碍厕位，更有潮
汐式厕位，融入了高科技智能化设备，
集除臭、新风、喷香、音乐播放、视频播
放为一体的厕内净化系统，门口有人脸
识别厕纸机。同时，在提升整体硬件设
施设备的基础上，改进公厕管养方法，
提升管养标准，做好有纸无味、洁净靓
丽的管养标准。

本报讯（记者 金晓榕 通讯员
金良瓶 阮翠萍）为营造社区各群
体之间的互动氛围，提倡全民健身，
日前万年桥社区在勾庄公园举办了

“社区首届邻里文化节”趣味运动会
及垃圾分类竞答活动。

“哇，连中四个环！太棒了，这
位老人不简单。”在投环场地上，一
位老人手拿套环，锁定目标物，铆足
了劲，奋力一掷，在围观的欢呼声
中，环就稳稳地套在了目标上，赢得
了阵阵掌声。

本次比赛项目有吹乒乓球、飞
镖、夹弹珠、趣味保龄球、套环等，分
场地分项目依次有序进行。

与此同时，在别开生面的垃圾
分类知识竞答活动上，居民们抢答
积极，参与热情高涨。

解密余杭“双创”

聚焦特殊群体 聚焦群众关切
良渚街道精准扶贫在行动

“杨大妈”为孤寡老人送爱心

良渚街道“厕所革命”持续推进

万年桥社区：趣味运动会促邻里和睦

轻伤不下火线

良渚网格员为平安良渚贡献力量

每周组织网格员进行消防水泵操作演练，对操作流程人人了然于心

活动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