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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两大工业区块
新制造业发展出成效

本报讯（通讯员 徐兴龙 记者 俞晓
菲）近日，瓶窑镇企业杭州五星铝业有限公
司、杭州鼎福铝业有限公司两条新能源电池
铝箔生产线投入使用，可实现年产量 10万
吨。

记者了解到，生产线由杭州五星铝业有
限公司、杭州鼎福铝业有限公司自主研发，
生产能力可达到行业一流水平。同时，通过
工艺改进、技能培训等方面的创新，两家企
业已经逐步打造出高效节能的电池铝箔生
产基地，加快了企业新制造业发展速度，预
计今年新制造业产值可达55亿元。

近年来，瓶窑镇依托凤都工业区、南部
发展新区两大工业区块，振兴实体经济，支
持帮助新制造行业发展。凤都工业区内多
家制造业企业逆势而上，发展成效显著。南
部发展新区内“鼎盛创新型产业园”建设正
有序推进，已建成建筑面积达10万平方米，
为新制造业项目引进打下了基础。山科电
子一期、常升建设的主体建筑基本建设完
成，南佳科技、骏瑞科技等建设项目正在有
序建设中。

为加强新制造业发展，瓶窑镇在成立
“亲企办”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瓶窑商会的服
务功能，增强服务能力。今年以来，瓶窑商
会深入走访辖区内科技型企业 30余家，开
展科技创新服务政策的宣传解读，举办专题
讲座，宣讲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发明专利申
请、企业研发投入奖励等政策。

“一门心思搞经济，实实在在搞项目。”
瓶窑镇坚持盯紧重大项目，坚持创新产业发
展模式，提升传统制造业发展水平，调动企
业创新积极性和创造活力。瓶窑镇党委委
员、副镇长楼红兵介绍：“下阶段，瓶窑镇将
按照‘存量变革’与‘增量崛起’并举的思路，
继续挖掘发展潜力，切实增强企业发展责任
感和紧迫感，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
模式为核心，以知识、技术、信息、数据等新
生产要素为支撑，加快推进新制造业发展。”

第二届“瓶窑工匠”
表彰名单出炉

本报讯（记者 俞晓菲 通讯员 徐兴
龙）为丰富瓶窑职工的文化生活、彰显瓶窑
职工多才多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弘扬
工匠精神，表彰当选的“瓶窑工匠”，近日，瓶
窑镇举行第二届“瓶窑工匠”颁奖晚会暨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职工文艺汇演。

晚会开始后，来自瓶窑本地的职工们带
来了歌舞、器乐、小品、杂技等精彩的表演，
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和掌声。现场，
吴忠华、杨国潮、何民富、俞忠良、张传梅、姚
志坚、陈汉文、王建军、卞华俊 10名第二届

“瓶窑工匠”上台接受颁奖。
记者了解到，本次评选活动包含前期推

荐、专业评选、发文公布、晚会表彰等环节，
通过企业进行推荐和个人自荐，共 23名职
工入围，最终评选出 10名第二届“瓶窑工
匠”并发文公布。第二届“瓶窑工匠”的获奖
者们都扎根生产一线、精益求精，十几年如
一日潜心探索技术革新，他们与全镇 1.5万
职工共同谱写了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创新
发展的崭新篇章。

“瓶窑由镇到城的建设中，既需要在高
新领域独领风骚的科技人才，在管理领域叱
咤风云的企业家，同样也需要千千万万扎根
平凡岗位、技术精湛的一线劳动者。培养优
秀工匠、提高职工技能素质是企业实现持续
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城镇整体发展的
需要。”瓶窑镇总工会主席顾斌介绍，评选并
表彰“瓶窑工匠”，是为了展现平凡岗位上先
进个体的精神面貌，弘扬工匠精神，并使之
成为瓶窑镇全体职工的价值追求和努力方
向，形成推动新制造业进步和城镇发展的强
大正能量。

本报讯（记者 俞晓菲 通讯员 施振东）
国庆假期期间，位于瓶窑镇苕溪小镇的杭州
瓶窑蚕桑文化展示馆吸引了不少游客参观游
览。通过馆内文字、图片、实物的展示，游客
可以走近余杭种桑养蚕的历史，感悟悠久的
蚕桑文化。

“以前瓶窑农村里好多人家都养蚕，我们
这里还有‘蓬头赤脚一个月，舒舒服服过一年’
的说法，如今的孩子们是看不到这种景象咯。
现在这个蚕桑文化馆开放，大家又能看到早些
年瓶窑养蚕、收茧的样子了。”家住里窑社区的
汤大爷带着孙子兴致勃勃地参观了蚕桑文化
展示馆，对馆内的展陈竖起来大拇指。

记者了解到，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
余杭的蚕桑业不仅是余杭农业的支柱产业之
一，更是农民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瓶窑历
来盛产蚕桑，蚕桑业为瓶窑镇长命、北湖等地
的主要经济产业，约占农民总收入的 30％以
上。1954年，余杭县合作社与茧业指导所联
合成立收茧办公室。由于年收购量逐年增
加，茧站搬至瓶窑镇外窑街，是当时全县 19
个收茧站之一。

杭州瓶窑蚕桑文化展示馆正是由老茧站
改建而来，保留了建筑的主体结构，尽可能地
还原“老底子”历史样貌。展示馆分为蚕桑之
源、蚕桑之脉、蚕桑之韵三个章节，通过文字、
图片、视频、实物等多样化的展示方式，层层
递进地为游览者铺开了“蚕桑文化，文明瑰
宝”的历史画卷。

蚕桑文化展示馆：了解余杭种桑养蚕历史的新去处

“你是共和国航母的长子，你真正的
名字叫辽宁。它不仅仅是一个省份的称
号，更深的含义是因你的出现让祖国辽阔
的海疆安宁。”在丈二尺寸的巨大宣纸上，
翁燕平写下了豪迈的行草，表达了对祖国
的赞颂与祝福。

翁燕平出生于1978年，现任瓶窑镇西
溪书画学会主席、瓶窑一小书法老师，自
幼喜爱诗文书画，毕业于杭州师范大学美
术学院书画专业，后多次在中国美术学
院、浙江大学等地学习研修。醉心书法的
他曾获全国第十届书学研讨会论文最高

奖;“龙乡墨韵”全国第四届教师书法论坛
二等奖；“翰墨薪传”全国教师书法大赛三
等奖；浙江省书法家协会 2014年度奖；浙
江省“沙孟海奖”全浙书法大展铜奖等诸
多书法奖项，在《书法报》《书法导报》《美
术报》《青少年书法报》《教学与研究》等报
刊杂志上也发表各类书法评论文章和书
画作品数百篇。

“这次展览是有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中国书法家协会共同主办的，全国
百位知名书法家围绕70个主题，创作近百
幅作品，能够受邀参加这次书法盛会我感
到很荣幸，也感受到了压力。”翁燕平告诉
记者，此次创作的内容、形式都是提前确
定的，今年 7月他收到邀请函后就开始不
断练习。“这次参展作品要求在丈二尺寸
的宣纸上完成。纸张大，对字体的把控要
求就高，需要反复练习。今年整个暑假，
我几乎都是在练习中度过的。”

看似简单的53个字，在一遍遍反复练
习后才最终成为了“盛世中国书法大展”
上的书法作品。暑假期间，仅完整的草稿

作品翁燕平就完成了20多幅，更不用说单
个字的练习了。正是十几年如一日的潜
心练习，翁燕平的书法水平才不断提升。
记者了解到，在余杭当地的书法圈，年纪
轻轻的翁燕平早已小有名气，“勤奋乐道，
盎然沉稳”是书画圈好友们对他的评价。
目前，翁燕平已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青少年书画
家协会理事。

在自我提升的过程中，翁燕平还不忘
传播书法文化，他积极参与书法教学，努
力培养周边学生、群众对于书法的兴趣。
一直以来，他坚持在教学一线，教授瓶窑
一小的学生们书法知识与技巧，他的学生
多次获得省、市、区级的书法奖项。今年，
翁燕平还担任起了瓶窑镇西溪书画学会
的主席，他组织书画学会的成员们走进村
社，为人们送上书画作品并义务教授书画
技巧，让丹青翰墨在全镇范围内持续飘
香。

完善配套 宣传先行
做足准备唤客来

为迎接“十一黄金周”、深入推进全域
旅游、打响“苕溪小镇”旅游品牌，瓶窑镇
提前进行谋划部署，丰富优化小镇业态，
完善部署相关配套，同时开展线上线下的
宣传工作，为苕溪小镇聚集人气。

以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西门开放为契
机，瓶窑镇规划了一条从良渚古城遗址公
园到苕溪小镇的游览线路。国庆期间，瓶
窑镇还开通了两条往返于良渚古城遗址
公园与苕溪小镇之间的免费公交接驳专
线。其中，从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西门至苕
溪小镇的免费公交接驳专线在假期结束
后也将长期运营。

同时，瓶窑镇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西
门及苕溪小镇规划了多个停车场，并在假
期开放瓶窑中学的停车场供游客使用。
国庆期间，瓶窑镇文旅办联合城管、交警、
公安等多方力量，全面保障假期人流高峰

时小镇的秩序与安全。
9月底，瓶窑镇就通过报纸、电视、微

信公众平台等多种渠道，提前宣传国庆期
间苕溪小镇活动安排，推荐游览景点及线
路。国庆假期开始后，“瓶窑发布”微信公
众号多次推送小镇内丰富多彩的活动与
热闹的游览场景，进一步展现小镇魅力。

精心策划 活动纷呈
丰富业态留住客

听戏曲、看电影、尝美食、品民俗
……国庆假期内，走进苕溪小镇，丰富多
样的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参与。在

小镇内，游客们可以聚集在十里渠畔听一
台传统戏曲，也可以走进保留“老底子”风
貌的瓶窑电影院看一场免费电影，还能体
验瓶窑当地的非遗制作技艺，亦或是品尝
糖人、棉花糖等民俗美食……

记者了解到，本次“十一黄金周”期
间，瓶窑镇组织策划了晚会、展览、戏曲表
演、现场乐队演奏、非遗体验等十余项精
彩的活动。同时，苕溪小镇内拥有1977咖
啡店、汴京茶寮、法根糕点、赵小蛮麻辣小
海鲜等数十家各具特色的商铺以及瓶窑
电影院、蚕桑文化展示馆等游览点。游客
在小镇内能收获到“吃，喝，玩，乐”丰富多
样的游览体验，7天假期内，远近游客纷至

沓来。
“国庆期间的小镇实在是太热闹了，

就像回到了上世纪瓶窑老街最繁华热闹
的时候。”苕溪小镇内随缘玉器的朱利钗
告诉记者，她曾在瓶窑老街经营过一家玉
器店，苕溪小镇开放招商后，她第一时间
选择重新回到这里，“看着小镇越来越热
闹，我们有信心可以在这里把生意做得红
红火火。”

多元文化 突显底蕴
文旅融合彰品牌

苕溪小镇的前身瓶窑老街是一个保
留着丰富历史文化元素的街区，五千年的
良渚文化、一千年的窑文化和多姿多彩的
非遗文化交汇于此。

国庆假期期间，瓶窑镇充分发挥当地
文化优势，邀请余杭纸伞、瓶窑陶艺、良渚
玉雕、风筝和灯彩扎制技艺等非遗技艺的
传承人来到苕溪小镇内，带领游客体验瓶
窑传统非遗技艺，戏曲、旗袍秀等传统民
间艺术展演也在小镇内精彩上演，将非遗
文化等传统文化元素与小镇游相结合，提
升了游客的游览体验。

同时，为满足年轻人的审美需求，国
庆期间苕溪小镇内还有流行乐队表演、灯
光秀等现代文化展示。传统街区内上演
流行表演，吸引了无数年轻人停留围观，
现场发出阵阵喝彩，历史底蕴与年轻活力
充分碰撞，为小镇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近年来，瓶窑镇深耕全域旅游，深入
推进文旅融合，为打造余杭文旅融合深度
游的新名片，结合本次“十一黄金周”，瓶
窑还推出了苕溪小镇手绘地图，全面展示
苕溪小镇的游览特色与商业业态，为游客
提供了一份清晰的游览指南，苕溪小镇文
旅品牌正逐步打响。

“十一黄金周”苕溪小镇迎客30000余人次

抢抓机遇 瓶窑镇深入推进文旅融合发展
“参观了良渚古城再游瓶窑古

镇，一天的行程很充实。”“吃喝玩

乐都有，太热闹了”“假期回到瓶

窑，家乡大变样了！”……“十一黄

金周”期间，瓶窑苕溪小镇迎来了

游玩热潮，7天假期小镇接待游客

店达 30000余人次，成功开辟出良

渚古城遗址公园至瓶窑苕溪小镇

的特色游览路线，实现五千年古城

联动千年古镇，有效提升了苕溪小

镇的知名度。

记者 俞晓菲 通讯员 施振东

十几年如一日潜心练习 作品入选“盛世中国书法大展”

翁燕平：澄心守静 书写翰墨飘香之歌
“七十载沧桑铸就时代华章，五

千年翰墨礼赞盛世中华。”国庆期间，

“盛世中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七十周年书法大展”在中国人民

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全国百名书法

家的百件书法作品汇聚一堂。瓶窑

镇的书法家翁燕平受邀参加此次“盛

世中国书法大展”，以“中国航母”为

主题，创作了书法作品并在展览中顺

利展出。

记者 俞晓菲 通讯员 汤锦泉

国庆期间，苕溪小镇内人头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