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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时代新风 共建文明余杭
“美丽余杭人”（新余杭人） 2019年12月发布

为着力培养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浓厚崇德向善社会氛围，唱响主旋律、凝聚正能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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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余杭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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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永潮等10人（团体）被评为2019年12月“美丽余杭人（新余杭人）”。 本版组稿 孙明姝 张懿丹 汤秋

蒋永潮

退伍老兵勇救落水女子

今年 71岁的蒋永潮家住五常街
道文一社区，他是一名党员，也是一
名曾参加援老抗美战争的老兵。退
伍不褪色，他积极参与街道组织的各
种活动，是一名热心的志愿者，居民
们说到他都要竖个大拇指。

2019年12月9日，蒋永潮从家中
出发去参加垃圾分类志愿工作，听到
路人呼救后寻声赶去。蒋永潮赶到
后发现河中有一女子在挣扎，他二话
不说便纵身跃入冰冷的河水中，救出
那位因洗衣不慎落水的姑娘。姑娘
获救后，他便默默回家换衣继续去做
志愿工作。

同年 8月，蒋永潮做过一次大手
术，医生叮嘱他得好好休息几个月。
现下，由于救人时下水动作太大，伤
口被扯开，蒋永潮发起了高烧，手机
也在泡水后没法使用了，但蒋永潮觉
得值，他说：“与人命比，其他的都不
重要。”

蒋永潮一直是个热心肠，作为老
兵调解工作室成员，他无偿为五常居
民提供调解纠纷、化解家庭矛盾、政
策答疑等服务。同时作为文一社区
垃圾分类的志愿者，他还积极传递垃
圾分类新风尚，发挥余热做奉献。

保安协会良渚分会团队

灭火救灾 守护安全

2019年 12月 3日凌晨，良渚某
小区高层发生火情。良渚派出所接
到报警后，立即安排警力赶赴现场，
同时通过警保联动对讲机联动该小
区物业保安，指挥小区安全员先进
行灭火和人员疏散。值班班长陶自
斌接到命令后，带领保安员迅速赶
到失火现场查看。凭借多次参加消
防演练的经验，保安协会良渚分会
保安员陶自斌、高羊、倪陶、唐伟迅
速处置灭火，尹家福、黄应武、李小
波3人进行人员疏散，为确保不遗漏
一人，他们冲进烟雾弥漫的住户家
中搜救人员，最终成功灭火，住户无
一伤亡，而保安员的脸上全都带了
伤。

余杭区见义勇为基金会分别授
予陶自斌等 4人“见义勇为积极分
子”光荣称号，保安员尹家福等 3人
余杭区“义举好市民”光荣称号。

为满足治安防控需求，良渚街
道联合良渚派出所打造了警保联勤
联防新机制，创造更安全稳定的社
会环境。良渚派出所在辖区内88个
小区均配备了警保联动专用对讲
机，一有紧急情况发生，公安指挥中
心便可与保安协会会员实时联通。
此外，保安协会会员周期性开展消
防演练，确保突发火灾时能进行及
时救援。

张梁

一身警服 一颗初心

张梁是五常街道平安巡防大队的
一名普通队员。2019年 12月，他的一
次善举让他获得了大家的称赞。

12月 11日上午，张梁在五常街道
浙地人家小区开展基础工作时，发现
一位六七十岁的老人抱着个孩子正焦
急地向过路车辆不停挥手，边拦车边
向小区门口跑。张梁意识到老人一定
遇到了急事，赶紧上前询问。了解到
孩子在吃过早饭后，牙关紧咬还翻着
白眼，情况危急。张梁二话没说，立即
载着老人和小孩往最近的医院赶去。
十分钟后，他们赶到了医院，张梁抱着
孩子冲进急诊室，并联系了孩子的父
母，待孩子情况稳定后方才离开。

“我孙女已经没事了，我就想跟他
说声‘谢谢’，但不知道他叫什么，车牌
我也记不住，只记得那身警服，我就想
着到派出所来找找。”陶阿姨找到五常
派出所，正巧那天张梁在门岗值班，陶
阿姨一进门就认出了他。同事们这才
知道了他的善举。

“这是我的职责，孩子没事就好！”
张梁说。一身警服，一颗初心，一生担
当，服务群众是他不能放下的责任。

周美芳

自强不息 助人为乐

周美芳，仁和街道云会村人。20
岁时，由于血管膨胀压迫到了神经，
她的脚动不了了。但生活的打击没
有让她失去生活的勇气，她还非常有
才气，无论是主持还是书法，她都样
样在行。她性格开朗，积极参与区残
联组织的活动。大家都亲切称她为
美美。近日，仁和街道残疾人书法家
王渊鹏的一条朋友圈晒出了美美赠
送轮椅的行为，收获了无数点赞。

前年，区残联赠送给她一辆电动
轮椅，因平时很少下楼出门，所以她
就没有使用，一直放在家中保存着。
在近日的一次聚会上，她听说有位行
动不便的老人想买一辆轮椅，便想到
家中还有一辆全新的电动轮椅没用
过，想赠送给这位老人。第二天，美
美便将轮椅送到了王渊鹏家中，拜托
他帮忙转送。

“大家都是需要帮助的人，我能
够帮到他人也挺好的。”美美说，“每
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容易，我要把它
送给真正需要的人，帮助他人是一件
快乐的事情，有需要帮助的人，我都
会去帮助，这样很充实、很满足。”

张益军

热心司机 守护乘客平安

张益军是余杭公交公司的一名
普通司机，从事这个行业已有 7 年
了。他在岗位上兢兢业业，以饱满的
热情和真诚文明的服务倍受赞誉。

张益军加入车队后便一直担任
着公交367路的司机。遇到大包小包
出行的乘客，他会主动搭把手；遇到
上车不便的老人，他会帮助搀扶。碰
到乘客遗忘了随身物品，他会及时把
失物交至公司。

2019年 12月 18日，张益军在行
车途中突然听到有乘客喊“有人晕倒
了”。他想到前面拐弯就有一家医
院，便驾车过去。很快，车子在医院
门口停了下来。张益军走到后车厢，
见一位50岁左右的女乘客脸色苍白，
还说心脏不舒服。张益军参加过医
务急救知识培训，他发现情况不对，
赶紧将她背起送去医院。这个画面
被车上的乘客拍下分享到网上，网友
们纷纷点赞称，“张师傅为杭城的寒
冬带来了浓浓暖意。”

“当时这名女乘客表情痛苦，浑
身颤抖，我本能地只想着赶紧救人。
我每天上班的唯一想法，就是能把车
上每位乘客都平安送达目的地。”张
益军说。

金忠根

爱岗敬业 调解有方

金忠根，东湖派出所一名专职调
解员，在日常工作中，他发扬在部队
时不怕苦不怕累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
风，做到退伍不褪色，尽自己的最大
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他曾获得“杭州
市公安局二等治安荣誉奖章”“余杭
区 G20峰会安保优秀协辅警”等荣
誉。

化解矛盾、调解纠纷是一项既繁
琐又很重要的工作，金忠根不仅要调
解好值班期间的各类纠纷和矛盾，还
要调解平时民警手中的各类纠纷案件
和各村社区老百姓反映的各种纠纷。
2018年，金忠根共调解纠纷案件 433
起，涉及金额共244万余元；2019年共
调解纠纷案288起，涉及金额共205万
余元。

案子多、任务重、时间紧是金忠根
的工作日常，金忠根会对每一起案件
进行梳理和分析，提高工作效率。在
调解过程中，遇到当事人不理解时，他
都耐心细致地分析事情的来龙去脉，
听取当事人的想法，找准矛盾的源头，
有针对性地进行调解。

“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只要认认真
真，脚踏实地去做，总会把事情做好
的，办法总比困难多。”金忠根说道。

戚爱玉

孝老爱亲 与人为善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
统。南苑街道万常社区3组妇女组长
戚爱玉就是其中的一位践行者。她几
十年如一日，无怨无悔地照料年迈的
婆婆和患有精神疾病的小叔子。她尊
重长辈，与亲人朋友、邻居相处融洽，
是万常社区公认的孝顺儿媳。

戚爱玉的婆婆一共生养了六个儿
子。由于最小的儿子患有精神疾病，
婆婆和小儿子住在一起，以便能够照
顾他，戚爱玉平时也会去帮婆婆和小
叔子做家务。但随着年龄增长，婆婆
对小叔子的照顾渐渐力不从心。戚爱
玉看在眼里，帮助小叔家打扫卫生，承
担起监护人的重担，常常给两人做饭
洗衣。之前公公住院期间，她更是经
常到医院细心照料，出院后也时常去
看望老人。

“孝敬老人是一种家风，既然嫁进
这个家，他们就都是我的亲人。我不
懂什么大道理，但我知道要孝顺父母，
关爱兄弟，这是做人最基本的良知和
品德。”她没有豪言壮语，唯有一颗对
家人关爱、对生命尊重的炽热之心。

周银娣

孝敬老人 关怀备至

周银娣是运河街道唐公村的一名
普通村民，但说起她，村里无人不晓。
她是大家公认的孝顺儿媳，她带着公
公去上班的故事已经在邻里间广为流
传。

几年前，周银娣的公公患上了阿
尔茨海默综合征，没法独自在家。但
周银娣夫妇在杭州沈半路灯具市场开
店，工作繁忙。周银娣征求老人意见
后，决定带老人一起上班。白天夫妻
俩忙碌时，老人就在边上坐着喝茶、听
越剧、看电视。忙到七点才收工是常
有的事，为了不让老人饿着，细心的周
银娣会给老人常备点心和保暖衣物。

老人记不住事，周银娣便每天耐
心提醒。老人有糖尿病，牙口不好，家
中饭菜便坚持无糖、酥软。平时晚饭
后，周银娣会带老人串门，叮嘱小辈们
多陪老人。在她的影响下，全家人都
把老爷子当成宝，常伴左右。公公在
她的悉心照料下，笑容越来越多。

“自家老人就该我们来照顾！”周
银娣说。这是一个懂得感恩生活的女
子，这是一个用行动诠释了新时代孝
顺之美的温馨家庭。

最美生活垃圾分类达人（团队）

杨建清

冲在垃圾分类第一线

63岁的杨建清是星桥街道隆昌社
区爱尚公寓垃圾分类定点定时投放点
的巡检员，每天清晨，大家都可以看到
他在爱尚公寓垃圾分类站点忙碌的身
影。

2019年4月，爱尚公寓成了隆昌社
区第一个推进垃圾分类的小区，在无
人报名当巡检员的情况下，杨建清冲
在了第一线，成了星桥街道第一位垃
圾分类巡检员。他每天清晨清洗垃圾
桶，检查分类情况，向居民宣传、引导
垃圾分类。

碰到扔垃圾的居民他会亲切问
候，细心检查投放情况。对不理解的
居民他会耐心劝说。怕垃圾产生异
味，他就常清洗垃圾桶，勤打药水。在
非投放时间，他也会经常到站点检
查。在杨建清的带领下，小区居民都
开始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如今小区90%
以上居民已经形成垃圾分类的习惯，
更引来了很多兄弟社区参观学习。

“只要在这个岗位上一天，我就不
能松懈，垃圾分类是一件好事情。”杨
建清也期待着更多人参与垃圾分类，
一起改善生活环境。

最美生活垃圾分类达人（团队）

史生华

当垃圾分类的标兵

史生华是瓶窑镇石濑村瓜村组村
民代表。自从石濑村推进垃圾分类伊
始，他就率先垂范，从一开始配合村垃
圾桶定点选址，到后来成为一名垃圾
分类收集员，他兢兢业业完成各项工
作。

史生华每天早上七点不到，就与
垃圾清运员到祥彭线安中口一带集
中，对垃圾分类 85个投放点的易腐垃
圾开展收集。在工作开展初期，遇到
不理解的村民，他便反复劝说，耐心地
向村民宣传垃圾分类的好处。史生华
还每天守在垃圾桶旁指导村民如何有
效地分类垃圾，将自己的分类经验告
诉大家。

史生华不仅以身作则，还带动村
民们共同参与垃圾分类。瓜村组一些
有出租房的农户家是分类错误最严重
的地方。他便入户上门进行耐心劝
导，出租户也渐渐地听进去了。史生
华会不定时了解他们的分类情况，有
时也会利用闲暇时间去巡检。对于在
垃圾分类中出现的问题，他会向村里
提出建议。他常说，在自己有能力的
时候，要尽己所能，为更多的人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