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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土有责 守土有方
良管委（指挥部）

防疫抗疫复工复产 后申遗时代活力全开

2019 年 良 渚 古 城 遗 址 成 功 入 选《世 界 遗 产 名
录》，2020 年开春，良管委（指挥部）再一次全员出动，
奔赴另一场战“役”。自余杭区战“疫”正式启动后，良
管委（指挥部）领导小组坚持每日会商，积极应对、科
学施策，全体党员干部职工听从号令、夙夜在公，全力
以赴统筹推进防疫复工“双线作战”。疫情期间，大家
深入基层一线，全力支持属地镇街，共同参与抗疫；同
时，见缝插针，积极谋划运用“云学习”
“钉办公”等创
新手段开展多种形式的业务学习培训，修炼内功，提
升本领；有重点、有创新、有特色地策划了“新十大工
程”，谋划了一批品牌活动 ；征集到了近两百个金点
子，为后申遗时代、遗址公园建设出谋划策；有力推进
复工复产，落实保护展示、旅游配套“硬件”提升和智
慧旅游、文化宣传“软件”建设……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这场疫情是对良管委
（指挥部）全体党员干部职工的重大考验，既考验敢于
斗争的勇气，也考验善于斗争的本领。在肆虐的疫情
面前，口罩拉开了每个人的距离，却又把所有人的心
连在了一起。良管委（指挥部）全体干部职工守土有
责，守土有方，再一次体现出了申遗铁军在大是大非
面前的凝聚力、战斗力和执行力。
组稿 金晓榕 宋晗语 李力行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繁花似锦

积极主动下沉村社
1 月 22 日，良管委（指挥部）第一时
间成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全
面布置、全员行动，仔细分组，科学落
实，确保守土有责；
1 月 28 日，良管委（指挥部）第一批
党员赶赴瓶窑镇、良渚街道村社一线，
“摇身一变”成为了每个卡口的疫情排
查员和执勤员；
3 月 20 日，下沉值勤人员站好了最
后一班岗，
陆续从镇街村社卡口撤回。
在这近 60 天的时间里，良管委（指
挥部）组织 150 余名党员干部职工奔赴
战“疫”一线，切实承担好良渚街道 6 个
社区 15 个卡点的全天候执勤任务。他
们值夜班、查隔离、测体温，与时间赛
跑，与疫情作战，留下了一个个“逆行”
的身影，构筑起一道道抵御疫情的坚实
防线。

全力抗疫无所畏惧
尤其是在杭州农副产品物流中心
附近的社区，因为物流中心的特殊性，
人员流动大、进出频繁，在疫情期间给
防控管理带来较大压力。那段时间交
通也有不便，有的值勤人员每日来回通
勤接近百里车程，却始终无怨无悔。还
有的在四面透风的简易棚子里日夜坚
持，每分每秒毫不松懈。方便面是主
食，快餐是奢侈品，居民送来的慰问品，
充满温馨的爱心小纸条，给冬夜坚守的
他们带来无限温暖。
踏霜踩露出，披星戴月归。抗疫期
间，在良管委（指挥部）像这样的人还有
许许多多，他们是平凡普通的遗产保护
管理者，但在疫情面前，他们挺身而出，
严防死守，秉持初心，共克时艰，重复着
枯燥却重要的执勤任务，严守疫情防
线，护卫百姓家园。

修炼内功精准施策 复工复产活力全开
人勤春来早。2 月上旬以来，良管
委（指挥部）一手抓紧疫情防控，
一手抓
紧助力企业复工、推动公园有序开放、
推进项目快速开工，
全体干部职工以饱
满的精神状态和高效的工作作风，
提高
站位、迅速复位，
聚焦重点抓落实、拾遗
补漏寻短板，
合力开创后申遗时代良渚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新局面。
“要在抓好防疫的基础上，全力以
赴抓复工复产。”良管委（指挥部）领导
张俊杰、陈寿田、金国平、吴来恩、蒋卫
东分赴瓶窑镇豪悦护理用品公司、恒
立制造科技公司等数十家企业，与企
业负责人交流，深入车间查看物料准
备、员工防疫等情况，通过“三服务”积
极助推企业复工复产。
“疫情期间的及时‘充电’，是为了
疫情结束后以更好的状态服务群众。”
在撤离高速卡口后，为期一周的良渚
古城遗址公园讲解员业务培训开班，

培训内容包括良渚遗址遗产价值、考
古研究、规划设计、规范礼仪、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等专题讲座，现场讲解观
摩及实操演练等，参训学员们热情高
涨、态度积极，认真学、仔细记，争相在
钉钉交流群内分享课堂笔记、读书札
记。在良渚博物院，一场以座谈分享、
实地讲解、读书讲座为内容的岗位大
练兵活动也如期开展。
2 月中旬，浙江省旅游协会编制并
发布《浙江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旅游
景区有序开放工作指南 60 条》。良渚
古城遗址公园和良渚博物院第一时间
响应，在稳妥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提
前研究制定公园和博物院疫后有序开
放工作预案，为之后的开园开馆工作
做好充分准备。
项目建设，是良渚文化这一金名
片持续闪亮、后申遗时代文旅融合发
展的奠基石。在全力做好疫情防控的

同时，良管委（指挥部）积极推进复工
复产各项工作，形成了督导有力、复工
有序、举措有效的良好局面。良渚文
化艺术走廊市政配套、220KV 电力“上
改下”等项目有序复工，管理预案、人
员摸排、物资储备、场所设置等逐一到
位；保护展示、旅游配套等重点项目筹
备工作有序开展，为快速、高效复工打
好基础。截至目前，220KV 电力上改
下临时迁改工程管沟主体结构施工完
成，并顺利通过中间结构验收，为后期
推进夯实了根基。

220KV 电力“上改下”项目进行中

云上看展“唤醒”文化 足不出户欣赏
“大片”
党员干部职工在村社卡口执勤

高速卡口通宵执勤
1 月 30 日，第一批 36 名党员干部奔
赴杭州绕城良渚和南庄兜收费站开始
24 小时轮流执勤；
2 月 3 日，赴高速卡口执勤的阵容
已扩展到近百名，没有被安排执勤的人
员随时待命；
2 月 19 日，良管委（指挥部）连续 21
天组织 700 余人次党员干部职工参与高
速卡口全天候执勤，累计核查车辆 13 万
余辆，检查人员 15 万余人。
小梁是良渚博物院学术研究部工
作人员，父母都在医疗系统工作。疫情
期间，她主动请缨，要求卡口执勤的“班
次”能多安排一些，夜班多上一些，让家
有孩子和老人要照顾的同事能多点时
间陪伴家人。
大观山果园的冯先生夫妇在疫情
面前主动提出，因家中有 90 多岁卧病在
床的老人需要照顾，为了不误值勤，希
望领导把下午 4 点至凌晨的“中班”固定
安排给他们……
在整个抗疫期间，上面两位“一老
一少”只是其中代表。全体参与一线执

防止输入众志成城
勤 的 人 员 就 是“ 给 个 口 罩 就 上 了‘ 战
场’”，他们拿起温度计、登记本，奔赴到
南庄兜和良渚两个高速卡口，承担着执
勤中最累的通宵值班任务。被大伙“拼
命”的劲头所鼓动，还有三人在执勤现
场提出入党申请，在特殊时期、特殊地
点扬起了一股红色正能量。
那 21 天是今年以来最冷的时刻。
寒风中，星夜里，他们冷了跺跺脚，累了
撑撑腰，多则 12 小时的轮班倒，互相加
油鼓劲打气。因南庄兜高速口位于农
副产品物流中心附近，位置特殊，他们
的努力也同时守护了杭城百姓在特殊
期间
“菜篮子”
的安全供给。

党员干部职工在高速卡口执勤

2 月 23 日，
“ 云春游”足不出户逛
八大博物馆之良渚博物院线上直播首
次推出。
3 月 1 日、3 月 3 日，第二第三期准
时与观众见面。
在 疫 情 期 间 ，良 渚 博 物 院 闭 馆 。
但“云看展”的出现，拓宽了良渚博物
院文物展览的途径。三次网络直播活
动，累计在线观众近 40 万人次，点赞量
31 万人次，
“云看展”
“云春游”等活动，
为社会公众提供了一场优质的“云上”
文化盛宴，让市民宅家即可欣赏良渚
文化大片。
特殊时期特殊的看展，有着其独
到的特点。在数字技术平台选择上，

良渚博物院主动与阿里巴巴、腾讯等
著名国内互联网企业联合，采用专业
导播和 4K 高清设备，强化文化展示传
播的数字赋能和技术保障。同时，三
期直播还与国家博物馆、敦煌研究院、
布达拉宫等国内知名博物馆、文化遗
产联姻，进行文化“云展示”，放大了良
渚申遗的综合效应，形成文化传播的
品牌化宣传矩阵。有别于其他博物馆
的“云直播”活动，良渚博物院在淘宝
直播过程中始终注重与网民互动，及
时回应网民关注的问题，讲解人员也
会随机提问引发网民交流，增强网民
观展兴趣。
新的展览方式，带来了新的效益。

顺应广大网民需求，
良渚博物院在第二
次淘宝直播活动中推出良渚文创产品
的现场展示，
进行
“带货直播”
。良渚的
马克杯、笔记本、胸针、手提包、丝巾等
文创产品纷纷上镜展示，
带动了良渚文
创在特殊时期的数字消费。

良渚博物院讲解员直播“云看展”

一园一院重新开放 文化之旅邀你共游
2 月 23 日，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恢
复有序开放，目前已从 3000 人/每日限
流开放至 5000 人/每日。
3 月 21 日，闭馆 56 天后的良渚博
物院在做足了充分准备后也正式恢复
开放，疫情防控期间，游客可分时段通
过网络预约，每天限额 600 人。
当下，
气温回暖，
万物萌动，
良渚古
城遗址公园在疫情期间
“沉睡”
后，
也迎
来了充满生机的春天，公园每日 5000
人限额早早地被约满。目前除良渚文
明探索营地外，
园内其他场馆均已正常
开放，
而且在 5 月 1 日前，
公园还面向全
国访客实行免门票、观光车票的优惠政

策，
游客可提前在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
微信公众平台实行预约。
经过一整个寒冬，这场令人期待
已久的春天到底还是如期而至了。满
园春色关不住，五千年的良渚文明在
此时在每一位前来参访的游客脚下迸

良渚博物院限流开放

发着崭新生机。疫情的冲击是短期
的，但只要以实干笃定前行，就一定能
回答好后申遗时代良渚遗址保护研究
传承利用的“时代之问”，让良渚大地
上的无限生机成为激扬文化自信的伟
大实践。

公园内游客有序参访 陈中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