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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5000 多年前，良渚先民在这里创造出令人惊叹的先进文明；
5000 多年来，良渚人勤劳、善良、开拓、创新的美好品质始终不曾改变。而
今，
良渚街道高举精神文明建设的火炬，
一大批平民英雄在各行各业涌现，
他们用自己的善举温暖社会，
成为续写人间大爱的生力军。
昨晚，
“大美良渚‘玉’
见最美的你”美丽良渚人褒奖礼暨迎春晚会在梦栖小镇举行。17 位受褒奖的人，17 个不平凡的故事，他们用自己的
“凡人善举”，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
有力展现了当代良渚人的良好风貌。
让我们一起走近这 17 位
“平民英雄”
，
一同走近
“大爱良渚”
。

平凡中见精神 细微处见崇高

在良渚“玉”见最美的你
助人为乐
涂晓星
涂晓星从 2002 年开始献血，坚持近 18 年，
累计献血 64 次，献血总量达 17900 毫升。2017
年他加入中华骨髓库，2019 年 1 月 16 日在杭州
捐献造血干细胞混悬液，成为 2019 年余杭第一
例、我省第 453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用自己的
热血谱写了一曲大爱之歌。
涂晓星是一位运动达人，从 2009 年开始坚
持跑步至今，完成了 65 个全程马拉松，养成了健
康的生活习惯，坚持科学献血无损健康，跑步更
健康的理念去影响更多的身边人。

见义勇为
莫子春
莫子春是地地道道的良渚村人。在村里，
他也算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为人直爽、热心正
直、爱憎分明。要是在电视上看到恶性事件，他
都会很生气，有时甚至急得拍桌子。对于村里
大大小小的事情，他总是分外热心，积极响应，
在村子里他的威信很高。
2019 年 8 月 19 日，打了一天零工的莫子春
回到家已经精疲力尽，拿着扇子准备在二楼阳
台上乘凉。忽然听到有人大呼救命，他二话不
说，三步并作两步冲下楼，强忍着崴到脚的疼痛
跳入河中，救下落水的小女孩，阻止了一个家庭
悲剧的发生。

17 位平民英雄用自己的行动谱写大美良渚佳话

敬业奉献
姚丰平
哪里有矛盾纠纷，哪里就有他的身影。每天 24
小时随时待命加班加点，不论严寒酷暑，还是披星
戴月，他总是坚守在调解岗位，默默奉献，毫无怨
言。这就是姚丰平，
良渚司法所一名调解员。
姚丰平从事人民调解工作已有 8 年，具有丰富
的调解经验，至今已成功调解纠纷近千件，涉及重
大死亡事故纠纷 152 件，为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近
亿元。他多次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表彰，荣获余杭
区第二届“金牌人民调解员”，2016 年、2017 年连续
两年被评为
“余杭区优秀人民调解员”
等多项荣誉。

骆少俊
骆少俊的热心肠是出了名的。2014 年 3
月，他在一次献血活动中加入中华骨髓库，2016
年 4 月成为区卫计系统的第 5 位、余杭区第 17
例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用自己的真
心和真情去挽救他人的生命。
2019 年 5 月 16 日中午，骆少俊在下班途中
发现有女子落水，他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勇救
落水女子。他用行动践行了医务工作者救死扶
伤的本能，
不断给他人带去重生的希望。

郭运来

向达勇

郭运来是湖北红安人，曾任驻杭某部连指导
员，2015 年转业至余杭区公路管理处，现任良渚路
政中队副中队长。一线执法工作比较辛苦，经常是
起早贪黑，但不论在许可服务，还是超限治理，他都
能出色完成任务。2018 年至今，他累计查办违法案
件 100 余起，经手的许可和投诉信访件均获得满意
评价，他是一个让群众满意的“多面手”，时刻发挥
着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至亲病重，他背负亲情，咬牙坚持；自己患病，
他坦然面对，坚守初心。这是一名共产党员的赤胆
忠诚，在任何岗位都不失军人毅志，在任何时刻都
牢记使命担当，任何困难都不退却的公路卫士。

2019 年 11 月 19 日早晨，良渚分局普邮投递
员向达勇像往常一样骑着电瓶车在邮路上投递
报纸，当送至东塘河村 5 组汤家坝 64 号附近时，
远远听到河边有人在高喊救命，他急忙向河边
跑去，只看到一位女子头部和双手还在河面上
挣扎。他想都没想，衣服来不及脱，手机也来不
及摸出口袋，一头扎进了河里。由于年近五十，
体力有限，又正值入冬时节，光是托起女子这个
动作，向达勇就做了好几次，最终女子成功获
救。
有人问向达勇，在跳进水里救人的那一刻，
心里都想了什么？向达勇说：
“其实当时我并没
想什么，也根本来不及想。这可能和我个人的
经历有些关系。我的儿子就是溺水走的，他当
时只有 18 岁，所以在看到有人落水的那一刻，
我根本就没有想太多，直接跳了下去，就为了要
把她救上来……”

王金法
王金法是良渚街道谢村村 2 组一位普通的村
民。2011 年初的一个早晨，一场意外打破了王金
法夫妇平静的退休生活，老伴不小心摔到后脑勺，
生命岌岌可危，医院多次下达病危通知书。一家
人坚持给陈大妈治疗，王金法更是在床前细心照
料，日夜坚守，
最终妻子捡回了一条命。
然而重击后的大脑损伤导致妻子下身瘫痪，
生活不能自理，口齿不清无法言语，24 小时都离不
开家人的照顾，王金法毅然决定辞职回家照顾老
伴。如今，他对患病妻子不离不弃、精心照顾至今
已有九个年头，他积极面对生活，默默照顾病妻，
让人看到了人世间最美的情感，真正演绎了什么
叫“白首不相离”，感动了身边的人，是一个让身边
人提起无不竖起大拇指称赞和敬佩的人。

潘银葵
每当南庄兜的街坊邻里提起潘银葵时，大家
都会竖起大拇指，由衷地称赞她。潘银葵不远千
里嫁到南庄兜，婆婆瘫痪在床 17 年，她便 17 年如
一日的细心照料，用 17 年的坚持与耐心，成为南庄
兜有名的“最美媳妇”，2018 年被评为良渚街道“敬
老好儿女金榜奖”。当问她这些年的坚持累不累
时，她只是说“照顾、孝敬长辈本就是子女应该做
的”
。

卜如娟
卜如娟历任良渚云华幼儿园园长、勾庄中心幼
儿园园长，现任良渚中心学校校长、良渚成校校
长。如今负责辖内 41 所校园的质量管理、师资培
训、教育资源的统筹与拓展；社区教育、农民素质教
育等工作。近两年，由卜如娟牵头开设了首届社区
教育良渚论坛，良渚成校成为国家级社区教育特色
学校、余杭区现代化成校等。两年来，她为让教育
资源融通，使更多的人享受优质教育，她不遗余力
的努力着；各学段近万名学生的招生压力直接考验
着她，她更是在挖掘拓展整合教育资源之路上不断
奔波着……
从参加工作至今，卜如娟已经在教育战线奋斗
了 28 年，曾获得“余杭区学科带头人”
“余杭区名校
长”
“ 余杭区功勋校长”
“ 杭州市教坛新秀”
“ 杭州市
教科研先进”
“ 杭州市优秀教育工作者”
“ 长三角名
校长”
等荣誉。

诚实守信
沈祥林
沈祥林是一名普通的乡镇通讯员，时常勤
走在基层村民百姓中，了解关爱村民的所需所
求。捡到近 6000 元现金后，他第一时间送还给
失主；帮助新港村的王大伯儿子筹集骨髓移植
的手术费；帮助困难家庭申请慈善救助；帮助危
房户申请危房改造……
这些年来，沈祥林先后为 20 余户困难家庭
申请危房改造、求学、困难补助，在基层群众中
赢得了好口碑。他还年年参与爱心捐款、义务
献血，自 1999 年参加义务献血以来，累计献血
19 次，献血总量达 3900 毫升。

未来城二期保安团队

本版组稿 金晓榕 俞珠花 金良瓶

心中有大爱，良渚更美丽

孝老爱亲

2019 年 12 月 3 日凌晨，未来城二期突发一起火
情。良渚派出所接到报警后立即安排警力赶赴现
场，通过警保联动对讲机联动该小区物业保安，指
挥小区安全员先期进行灭火和人员疏散。
值班班长陶自兵接到警保联动命令后，带领保
安员迅速赶到失火现场 30 层查看。凭借多次参加
消防演练的经验，陶自斌、高羊、倪陶、唐伟迅速处
置灭火，尹家福、黄应武、李小波三人进行人员疏
散。
但失火楼层的住户怎么也联系不上，当时大量
烟雾透过门缝飘出，楼道内已被熏黑一片。在良渚
派出所的指挥下，保安员强行破门而入，连通消防
水管进行灭火，在确认业主不在家时，大伙儿都松
了一口气。经过处置，保安员将火成功扑灭。
正是他们的敬业与坚守，让这个大家庭更为温
暖。

环保公益
虎哥团队
2015 年 7 月，浙江虎哥环境有限公司在余杭
区成立，
“ 虎哥”团队正式创立“虎哥模式”，建立
“前端收集一站式、循环利用一条链、智慧监管一
张网”的运营体系，形成再生资源回收与环卫清运
体系协同运营的“两网融合”模式，通过“互联网+
物联网”技术，对收运和分选处置的全过程进行智
慧化管理，构建了一条“居民家庭-小区服务站-物
流-分拣中心-资源利用企业”的全产业链运营垃
圾分类高速公路。
“虎哥”团队以优质的服务，赢得群众的广泛
认可，生活垃圾分类服务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深
入人心。目前，
“ 虎哥”团队已经在余杭区收获锦
旗 255 面，团队在工作之余助人为乐、拾金不昧、帮
助居民朋友搬运大件物品、关注孤寡老人身心健
康等事迹，都让群众感受到了“虎哥”团队的温暖
力量。

吴春秀
退休前，吴春秀是四川内江的一名大学教师，
2014 年搬至良渚街道聚贤社区。在垃圾分类还没
有全面铺开的时候，吴春秀就开始了垃圾分类的
宣传活动。
起初，吴春秀上门宣传垃圾分类总会被居民
当成骗子甚至恶语相向，为了使社区居民对垃圾
分类有一定的认识，社区的垃圾分类工作能顺利
实施下去，她耐着性子挨家挨户地解释宣传，一家
一户的讲解示范，宣传垃圾分类的好处，将垃圾分
类的理念深入到居民的心中。
从 2018 年至今，小区里总能看到吴春秀穿着
红马甲，背着垃圾分类宣传资料上门宣传的身影，
她用实际行动带动、影响周边居民实施垃圾分类。

良渚跑团
“我的跑团我的家，打造最健康最快乐的正能量
社区跑团。”
成立于 2014 年 5 月 18 日的良渚跑团，目前
共有队员 414 人，其中有公司老总、企业高管、繁忙的
业务员、瑜伽老师、企事业单位员工……偶然的一次
跑步，他们共同商议，开启了周三跑山捡垃圾的活动。
近 6 年多时间，数不清多少次长跑，数不清捡了多
少垃圾。不论春夏秋冬，酷热寒凉，他们风雨无阻地
坚持着这项活动，他们用跑步传递正能量，用公益和
温暖感染着身边的人们。

文化传承
康烈华
康烈华是杭州市作家协会会员，退休前曾在安溪
中学教了 30 年的书。退休后，闲不住的他被返聘后，
在讲台上又站了 11 年。他深耕良渚遗址的民间保护，
四季笔耕不止，曾主编《良渚镇志》，参与编撰中学语
文乡土教材等，17 年共获得各级奖项近 50 次。
在保护传承良渚文化方面，康烈华倾尽心血，感
人事迹传遍全市，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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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会上许多人在说，
“ 康烈华是余杭体制外保护
良渚文化第一人”，他通过自己的行动述说着他不虚
此名，更坚信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下，良渚文化将
会延绵不断，源远流长，带着中华儿女的文化自信，走
入下一个五千年。

卢伟娣
卢伟娣热爱家乡文化，热衷公益事业，多年来致
力于本地传统文化保护和研究，怀着一腔热忱记录和
传承良渚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次，听闻良渚某村拆迁
在即，眼看着老物件就要随着拆迁被遗弃丢失，她刚
出月子就走街串巷，挨家挨户收集，几乎走遍了村庄
的每个角落。
如今，卢伟娣已自费收集余杭境内历史文化老物
件 800 多件，在良渚街道新港村创办乡恋民俗文化艺
术馆，捐赠母校良渚二小创办良渚民俗文化展示厅，
并通过开展各类民俗文化展示活动，让文物得到保护
与安放，让历史文化得到展示与传承，成为了大家公
认的文化保护公益使者。目前她身边已经聚集了 100
多位志愿者，共同加入到乡恋文化研究与保护行列，
营造了良好的非遗保护氛围。

美德少年
冯省鉴
2019 年世界航海模型锦标赛上，获仿真航行项目
F2B、F4B 两项冠军，成为比赛中最年轻的冠军选手、
获得金牌最多的选手；2019 年浙江省青少年航海模型
锦标赛上，获仿真航行 F4B 冠军；2019 年全国青少年
航海模型锦标赛上，获仿真航行 F4B 冠军；2019 年上
海市青少年航海模型锦标赛上，获仿真航行 F4A 冠
军；2019 年上海市比例模型公开赛上，获仿真航行冠
军……14 岁的冯省鉴在航海模型比赛上已经轻车熟
路，获得的奖章满满一墙。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冯省鉴屡获佳绩和平
时的努力分不开。在他看来，参加航海模型比赛既能
培养自己的动手能力，也能锻炼自己的毅力。接下
去，他还将积极筹备其他比赛，去创造更好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