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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时代新风 共建文明余杭
“美丽余杭人”2019年7月发布

为着力培养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更好地服务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充分发挥先进典型在公民道德建设、打造“三个全域”、全国生活垃圾分类处置示范区建设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在全区形成见贤思齐、

崇德向善的良好氛围，区文明办开展了“美丽余杭人”评选活动，其中，围绕垃圾分类工作要求，重点开展了“最美生活垃圾分类达人（团队）”评选活动。经群众推荐、部门审核、联合评选等程序，沈建业等10人（团
体）被评为7月“美丽余杭人”。 本版组稿 孙明姝 华宇涵 骆红军 汤昕晨

林红霞是星桥街道黄
鹤山居小区垃圾分类工作
的主要负责人，既是督导者
也是执行者。自社区4月推
行垃圾分类开始，每天早上
6点开始巡检垃圾，一做就
是几个月。曾经患过癌症
的她，比任何人都懂得感
恩，她说，做任何事，喜欢做
就会很开心。

黄鹤山居小区是一个
没有物业公司的小区，小区
的日常管理事务全部由业

委会负责，常陷入事多、人
少、缺钱的境地。可想而
知，想要推行垃圾分类并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今年
的 5月 1日，黄鹤山居小区
全面启动垃圾分类。林阿
姨身体力行，毅然投入到垃
圾分类行列中。由于身体
原因，家人纷纷劝阻，可林
阿姨却认为，怀着感恩之心
来做垃圾分类工作是一件
快乐的事。

每天早上，林阿姨就要

进行一系列垃圾分类工作，
光是巡检这项工作大概就
要一刻不停地忙活两个小
时，用手机将垃圾袋上的二
维码逐一扫描。对于夏日
的热浪混杂上腐烂垃圾的
臭味，林阿姨毫不在意，专
注于手中的工作。在她的
努力和影响下，居民们纷纷
开始付诸行动，支持垃圾分
类。如今，黄鹤山居的垃圾
分类在星都社区辖区的9个
小区中成了优秀典型。

沈建业：将垃圾分类工作做到尽善尽美

林红霞：心怀感恩 做好垃圾分类工作

翡翠社区星火志愿队：
做垃圾分类的先行者

“回想七十八年来，我
一直在与良渚文化打交
道。我始终坚信一条：只要
我的生命存在一天，我就要
为保护良渚文化努力一
天。”康烈华这么说的也是
这么做的。

康烈华，杭州市作家协
会会员，退休前曾在良渚安
溪中学教了 30年的书。退
休后，闲不住的他被返聘，在
讲台上又站了 11年。相比
这些“名片”，康烈华更为有
名的是他与良渚文化结下的
情缘。他深耕良渚遗址的民
间保护工作，曾主编《良渚镇
志》，参与编撰中学语文乡土
教材等。闲暇间，更是不断
主笔，写下自己参与良渚文
化保护的种种故事。

从 2002年退休至今的
十七年间，康烈华为镇、街
道及各村开展文化建设工
作，为美丽乡村、文化礼堂
建设做各项素材挖掘宣传
工作。工作成果累累，社会
效益卓著，十七年间共获得
各级奖项近50次，受到广大
群众与农村干部的尊敬和
爱戴。

在保护传承良渚文化
方面，康烈华更是倾尽心
血，感人事迹传遍全市，特
别是良渚古城遗址申遗前
后，中央省市区媒体纷至沓
来，他不辞辛苦，勤于接待，
为宣传良渚文化、宣传余
杭、宣传杭州立下功劳。他
说：“传承保护良渚文化是
我一生的使命”。

金小英：

孝老爱亲 无怨无悔

金小英是东湖街道横
塘社区孝老爱亲的典范。
她用实际行动做好妻子、媳
妇、母亲的角色，营造温馨
和睦的家庭氛围。因她用
心呵护这个家庭的行为，周
围的百姓对她赞不绝口。

2009年 5月，金小英的
丈夫陈文兴查出患有脑部
肿瘤，因无大病保险，农村
合作医疗报销后个人花去
医药费 5万多元，现还要定
期去检查。2018年，不幸再
次降临，2月初，陈文兴因交
通事故致左手骨折；8月，72
岁的老母亲因不慎摔倒，致
使左手臂肩关节损伤，手臂
无法活动，至今没有恢复，
一直保守治疗，可能还要手
术。家庭陷入了困境，但金
小英没有被吓到。

她承担起了家里的一
切，包括照顾病中的丈夫和
老母亲的重任。在旁人看
来，金小英的每一天都过得
特别辛苦，白天要上班，下
班了回到家里还要不停忙
碌。

在旁人看来，金小英特
别坚强，家里这么困难，但
从不抹眼泪。“家里老人和
丈夫身体不好，儿子还在读
书，照顾自己的家人我不觉
得累，是应该的。这个家，
如果我再倒下，可能真的就
倒下了，我一定要勇敢。”金
小英说。她的辛苦邻居们
都看在眼里，大家对她的付
出十分敬佩，她当之无愧成
为社区居民的道德榜样。

沈浩、顾建法

林治玲、陶娟：

救人是天职
也是使命

7月20日11点20分左
右，从定海到岱山的渡轮
上有一 6岁小孩突发高热
惊厥，客服渡轮紧急呼叫
求救，当时在船舱的余杭
一院运河分院疗休养团队
医生沈浩、顾建法、林治
玲，护士陶娟闻询立即赶
往现场进行紧急处理，随
后，疗休养团队的其他医
生护士也赶来帮忙。

为防止孩子呕吐造成
气道堵塞，首先将孩子姿
势调整成侧卧位。船舱工
作人员送来急救箱，孩子
惊厥伴有高烧，当时体温
计测量体温为 39.2 摄氏
度，需要马上进行物理降
温，但是船上没有冰袋，医
务人员急中生智把速冻水
饺当冰袋拿来使用。大约
抢救了 10分钟后，孩子开
始慢慢恢复意识，出现哭
声。医务人员赶紧拨打
120急救电话，要求急救车
赶快到码头等候。

渡轮到岸后，由于孩
子还死死咬着爸爸的手指
不放，顾建法马上抱起孩
子，和沈浩一起护送去停
靠在码头的急救车。途
中，孩子突然尿失禁，同时
开始剧烈呕吐，尿液和呕
吐物全部倒在了顾建法身
上，顾建法和沈浩赶紧帮
孩子清理呕吐物，防止气
道堵塞，直至护送上120急
救车为止。

刘耀培：

坚守初心
展现党员担当

刘耀培是仓前街道灵
源村一位 50年以上党龄的
老党员，现已77岁高龄。几
十年来，当过大队副大队
长，担任过村党总支委员，
也开过工厂当过厂长，丰富
的人生经历造就了一个博
学善思的他。

而更为人敬佩的是，他
用他一生的所得所学，长久
以来不求回报地帮助着家
乡的村民，小到矛盾调解、
大到救人性命。他以一个
高于普通共产党员的标准
来严格要求自己，努力让自
己有限的生命迸发出无限
的能量。

真心待人是刘耀培的
处事态度，他希望通过自己
的微薄之力为那些贫困的
家庭解决一些燃眉之急，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和谐社
会的创建贡献自己的一份
力量。近几年来常有人来
找他帮忙，只要有求，刘耀
培必应。作为一名老党员，
他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
义。日常生活中，他积极维
护社会公德，诚实守信，自
觉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和公
共秩序，维护国家利益和集
体利益，主动履行公民的权
利和义务。工作中，坚持廉
洁奉公的原则，严于律己，
宽于待人。他更自学法律
多年，村里有村民需要时，
他都义无反顾地帮忙。

刘耀培始终坚守初心，
助人到底，不求回报。

康烈华：

传承良渚文化
是我一生的使命

高尔虎：

一心扑在
居民健康上

喻菊妹：

爱就是不离不弃

沈建业是临平街道西
大街社区香山人家小区的
业委会主任，每天早上他都
会准时出现在小区垃圾投
放点，把居民分类投弃的垃
圾重新再分捡一次。像这
样的垃圾分捡，他和同事胡
子琴已经坚持了 3年零 6个
月，从无一天间断。“早中晚
各分捡一次。”沈建业说：

“我们小区的垃圾分类不过
夜，分类正确率100％。”

2016年春节开始，小区

推行垃圾分类，沈建业在其
中出谋划策，帮助居民们树
立垃圾分类的观念。不但
如此，精益求精的沈建业为
将分类工作做到尽善尽美，
每天早晨都会亲自在小区
门口分捡垃圾，现身说法指
导大家正确分类，一天容
易，一周也不是难事，可无
论刮风下雨，沈建业的分类
工作从不间断，转眼就是三
年多。

在沈建业的带动下，居

民们的分类意识越来越高，
香山人家小区住户的垃圾
分类正确率达 80％以上，再
经过二次分捡，小区出门的
垃 圾 分 类 正 确 率 达 到
100％。

众人拾柴火焰高，因垃
圾分类执行效果出色，2017
年度，香山人家小区连获
区、市两级垃圾分类示范小
区称号。大家都说，荣誉的
背后，老沈和同事功不可
没。

闲林街道翡翠社区星火
志愿队是一支成立于 2013
年 3月，由本社区居民组成
的志愿者队伍。队伍不断壮
大，由最初的 19人发展到目
前的 386人。2018年初，星
火志愿队响应政府号召，承
担了翡翠城将近 5000户居
民的垃圾分类宣传任务。

80多名垃圾分类志愿者
们不仅挨家挨户上门宣传，
还利用小区业主群进行宣
传，得到不少邻居的响应，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通过志愿
者们两个多月的有效宣传，
翡翠城的垃圾分类排名从倒
数第三位，一跃排到前三名。

志愿者高幼萍，在一次
宣传工作时突发牙痛，为了

不影响宣传工作的开展，她
忍痛坚持；陈夏美的丈夫是
一位完全失去自理能力的病
人，平时需要她随时在身边
陪护，但她还是坚持要求去
参加垃圾分类宣传……一位
位志愿者无私奉献，用真心
去打动、用诚意去改变，只为
切实做好垃圾分类宣传工
作。

垃圾分类宣传工作开展
一年多来，一大批的宣传积
极分子涌现出来，在他们的
积极参与带动和坚持不懈
下，翡翠社区居民垃圾分类
参与率从 2018 年初的 28%
左右到目前的将近达到
60%，始终位于闲林街道垃
圾分类工作前列。

“我的电话 24小时不
关机，病人只要有需要，不
管休息天还是半夜三更来
电话，我一定尽量帮忙解
决。”高尔虎说。

在乔司街道永西村，一
提起高尔虎医师，可谓家喻
户晓。作为乔司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永西服务站
站长，作为一名从医 48年
的乡村医师，他管理着当地
2000多个老小的健康。高
尔虎熟悉每一位村民的身
体健康情况，谁患过哪些慢
性病，谁对哪些药过敏，谁
家有几个小孩，孩子几岁，
他都一清二楚。

一心扑在居民健康上，
高尔虎有了一群忠实的

“粉丝”，服务管理签约居民
1559人。高尔虎早上 6点
不到出门，晚上 8、9点还在
为预约好的居民做随访，忙
碌的身影穿梭于永西服务
站与居民家中。白天门诊
边看病边签约，“我年纪大
了，手脚慢。有些我就手工
记录在纸上，病人少了的时
候，我再把这些数据输入到
电脑里去，晚上开夜工也是
常有的事。”大家都说：“高
医师像是我的亲人一样，有
他在，看病最放心。”

繁忙的工作，让高尔虎
有时候都顾不上家里的
事。但是在高尔虎看来，签
了约，就是自己的责任，虽
然没有大医院医生那样有
能耐，在他这个年纪，还能
够多为大家做点实事，多付
出点也是值得的。

家住鸬鸟镇山沟沟村的
喻菊妹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
女，她 14年如一日照顾因车
祸瘫痪在床的丈夫，兼顾公
公的生活和儿子的学业，一
人挑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

“爱就是不离不弃，守到老，
一家人在一起就好”是她心
中的信仰。这 14年来，她真
正尽到了妻子、儿媳、母亲应
有的责任，用真情和爱演绎
了一曲新时代孝老爱亲之
歌。

一家四口本过着简单而
幸福的生活。可一场飞来横
祸破坏了他们原本的生活：
丈夫在上班途中不幸遭遇严
重车祸，脊椎神经损伤高位
瘫痪。一时间，天像塌下来
一样，所有的重担压在了喻
菊妹柔弱的肩膀上。但她却
从未想过向命运低头，坚强
挑起了整个家庭生活的重
担。

每天为丈夫洗脸、擦身、
按摩，推着轮椅出门散步，耐
心地陪他聊天、讲故事；照顾
公公和上大学的的儿子，兼
顾家务以及丈夫康复训练
……喻菊妹整日里忙得连轴
转。除打点生活外，压在喻
菊妹身上的还有为了给丈夫
治病所欠下的 20多万债款，
生活最拮据的时候，喻菊妹
要一边照顾家庭，一边在家
接羊毛衫加工的活。

说起这些，喻菊妹毫无
怨言，用责任与担当诠释着
人间大爱。

曹良：

救人实属
理所当然

7月 9日，崇贤街道崇
贤村一位 70多岁的老大爷
因为好心人的一个“回眸”，
从鬼门关前捡回了一条命
来。

这位好心人叫曹良，是
崇贤街道消防安全工作站
的一名消防队员。

当天上午 10点 30分左
右，曹良骑着电瓶车出发去
超市，当时雨下得很大，一
路上没有什么行人，在他途
经石哨线时，迎面走来一位
撑伞的老大爷。由于路上
没人，曹良自然而然的就注
意到了撑伞的大爷，当下就
察觉出了异样，大爷的走路
姿势是斜着的。

到了超市后，曹良下意
识地回眸，想看一眼老大爷
的情况，这一看可不得了，
老大爷不见了！联想到老
大爷的走路姿势，曹良心中
念头急转，心想，“老大爷该
不会是掉进水沟里去了
吧！”

情急之下曹良立刻沿
着水沟往回仔细寻找，发现
老大爷躺在了水沟之中，鼻
子还流着血。曹良和超市
老板合力将老大爷拉起扶
坐在马路边后，立刻拨打了
120急救电话，拜托超市老
板帮忙看着潘大爷，自己则
骑着电瓶车去通知老大爷
的家人。

老大爷的家人到场后，
曹良还一直等到救护车抵
达了现场，医护人员将受伤
的老大爷抬上车后，才离开
现场。

沈建业（左一）

林红霞（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