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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李颖报道 昨天是第
十个“世界家庭医生日”。刚刚获
评2020年省优秀家庭医生的陈
峥，是杭州市众多家庭医生中的一
员，在无数个平凡的日子里，特别
是在新冠肺炎肆虐的特殊日子里，
她始终坚守在一线，做社区居民的
健康守护者。

虽然加入西湖区灵隐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东山团队时间不
长，但陈峥非常专注于“家庭医生”
工作，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签下了
865名居民，并对他们甚至家庭成
员的健康情况了如指掌。用她自
己话来说，这865本账，可是记得
清清楚楚。

700米的路常常要走1个小时

陈峥的家离她工作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只有700米左右的距
离，8点钟上班的她，却往往要提
前1个多小时出门。原来，每天的
这段时间，恰好是社区居民出门送
小孩上学，或者到菜场买菜的高峰
期，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陈峥的签
约对象。

“陈医师，我这两天血压有点
高，睡得也不太好？能不能帮我看
看？”“陈医师，我这几天肠胃不太
舒服。会不会是换了国产降压药
引起的……”所有这些，陈峥全都
耐心解答，一一回复。情况复杂点
的就约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仔细

检查问诊，或者约好时间上门服
务。

有一次，她仅凭背影就认出了
一个离家出走的阿尔茨海默症患
者，马上联系了患者的陪护和家
人。这样一来，700米的路程，她
常常要花费1个小时。

在隔离点遇到了新冠肺炎患者

和很多社区全科医生一样，突
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陈峥以
战士的姿态冲上疫情一线。

大年初一，陈峥被一个电话吵
醒，她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医院顶班
值守。之后单位接到要去隔离点
保障的任务，陈峥第一个报名。
保障当天，上午防保科先进驻消
杀，下午是送药和收垃圾时间。
由于防护服有限，要保证能长时
间在隔离区不出来，陈峥从中午
开始就不再喝水。

进入前接到具体任务，是给
30多个房间的隔离人员送药，其
中有一位隔离人员前两天开始
血压升高、心跳加快，体温在
37℃上下波动，给药两天血压仍
高，需要医生进房间关注血压。
陈峥自告奋勇接下任务，先后给
隔离人员量了三次血压，每次间
隔一小时，并通过对讲机把情况
汇报给隔离区外的领队。这位
隔离人员三天后体温升高到
38℃，转到定点医院确诊是新冠

肺炎。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陈峥

还是非常紧张的，她担心如果自
己防护不当，可能会殃及家人和
同事。她努力回忆当时自己做
的防护是不是到位，一个个镜头
在脑海闪过，最终确定自己防护
到位，撤离的时候也都是按照规
定程序，才放下心来。

近五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
陈峥作为全队最后一个从隔离
点撤出的医务人员，圆满完成了
组织交付的任务。

“我家近，有事随时叫我！”

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后，东
山弄社区随即响应，实行封闭式
管理。陈峥特别关注签约居民
的健康，多次发送预防疾病的短
信，告知签约居民少出门，不聚
餐，做好个人防护，戴口罩、勤洗
手，并将自己的门诊时间及时告
知，方便签约居民就近就诊。随
着疫情的发展，签约居民不方便
外出配药，陈峥接到电话也会仔
细询问病情、了解用药具体情况
后，利用中午休息时间赶到居民
家中，为他们送药，并叮嘱有需
求一定要及时和自己联系。

除了门诊和随访，疫情期
间，经常会有突发性事件发生，
陈峥总是说：“我家近，有事随时
叫我！”

随着境外输入病例的增加，
陈峥又先后承担起境外归国人
员居家隔离医学观察和转运至
集中隔离点的任务。她说：“我
的职业是医生，我的职责就是保
持着一颗救死扶伤、为病患服务
的心，不论是在高速口测体温、
居家隔离宣教，还是做好隔离点
的保障，都要认真完成使命。”

链接：我省的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工作经过4年多的努力，签约
覆盖面稳步扩大，服务内涵逐步
提升，已取得了社会认可、群众满
意的良好成效。过去的一年中，
新增个性化和“互联网+”签约服

务等工作内容，建立“全专融合
型”家庭医生签约团队，努力为签
约居民提供全方位、多样化、针对
性的健康服务。各地按照“最多
跑一次”改革要求，落实慢病长处
方服务，推行智慧医疗服务，引导
签约居民预约就诊和上级医院的
精准转诊。

2019 年全省签约服务人数达
2024.8万，常住人口签约率达37.7%，
十类重点人群签约率达77.93%，65
岁以上老年人签约达81.11%。全省
2.7万多家庭医生及1.3万个家庭医
生团队，用诚心、爱心、耐心、贴心的
服务，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尊重
和信任。

通讯员潘丹萍报道 在杭州
九堡的一个社区里，有一个公益的
私塾——生生学堂，名字取自《易
经》：“生生之谓易”。每周二和周
五的傍晚，大人们就会带上孩子，
到学堂来读《论语》，读《诗经》。
这琅琅读书声，已经成为社区一
道独特的风景线。

亲近母语、浸润文化、滋养生命

学堂的创办人叫杨海锋，是
附近社区的居民，也是浙江大学
城市学院的老师。2010年，他借

了一间学校的教室，每周末义务
带同事的孩子们读经典。2011
年底，他又把琅琅书声带进了社
区的活动室，10年来风雨无阻。

“经典读起来是很有味道
的。”杨海锋说，“我们没有道德说
教和知识灌输，也不强求理解和
背诵，只是轻松愉快地吟咏玩味，
这里没有戒尺，也没有考试。”

刚开始来的人时多时少，“也
有过空无一人的场景。我就一个
人对着空教室自得其乐地诵读了
半个小时，然后关门回家。”杨海

锋说得云淡风轻，热情丝毫没有
减少。他相信，日积月累的经典
熏陶，孩子们会受用一生，无论是
母语语感的培养，还是性情品格
的陶冶，真正明理的家长一定会
相信这一点的。

渐渐地，家长们不但见识了
孩子们惊人的“吃语言”能力，自
己也在他们天真烂漫、清脆优美
的读书声里耳濡目染。“我上学的
时候，从没有发现《诗经》原来是
这么美好的文字，现在和孩子一
起心无杂念地去感受。”一位妈妈
如是说，“是孩子在带领着我成
长。”就这样，生生学堂吸引了越
来越多的“铁粉”，影响也辐射到
了杭城很多角落。

很多人很难想象，出身机械
系、执教于管理系的杨海锋，会把
这样一件事做得风生水起。杨海
锋说，鉴于自己多年当学生和当
老师的深切体验，从幼儿园到大
学，我们对人内在生命的关照太
少了。而中国文化的经典，蕴涵
的就是关于生命的学问，希望身
边的孩子们能从小得到更多的人
文关怀。

童年应有童年的样子

鲁迅那一辈人的童年，有“三
味书屋”，也有“百草园”。杨海锋
说，他这一代人的童年，没有“三味
书屋”，但还有“百草园”，钓鱼、游
泳，采桑果、捉蟋蟀，摔泥巴、打弹

珠……今天，都市里的孩子们更需
要一片天空、一片土地和一群伙
伴，可以自由嬉戏。

杨海锋认为孩子们更需要读
天地间的“无字书”，亲眼去看、亲
耳去听、亲身去体验，而不只是虚
拟或文字的游戏。所以他经常带
孩子们爬上小区的楼顶仰望星空，
透过望远镜看月球的环形山、土星
的光环、木星的斑纹；带孩子们“人
文行走”，踏遍杭州的古城门、大运
河、西湖、湘湖、孤山……孩子们漫
步在山水之间，遇见了苏东坡、白
居易、伍子胥、文天祥、于谦……

每到寒暑假，杨海锋还会组
织“儿童经典剧场”。他说这是小
时候看“露天电影”的升级版，孩
子们的银幕世界里，不该只有光
头强，还应有天书奇谭、ET外星
人、龙猫……和经典好书一样，有
营养有温度的电影，可以让孩子
们触摸到一个别样的世界。

学堂的家长志愿者们也各显
神通，有环境学博士和孩子们做
化学实验的，有地质专家带孩子
们观察石头的，有医学教授带孩
子们认识人体的，有乐器达人教
孩子们葫芦丝和尤克里里的，有
手工玩家带孩子们折纸飞机的，有
爷爷奶奶和孩子们一起玩传统游
戏的……

生活即教育，教育即生活

杨海锋出生在一个江南的小

镇，他时常怀念儿时的家乡，左
邻右舍亲近热络，那时的“家”很
大，邻居的厅堂就像自己的半个
家一样，可以随意出入、自由玩
耍，这样一种充满人情味的氛围
是很养人的。而今大都市里，高
楼林立独门独户，人与人显得疏
离隔膜，很少有情感的连结。

杨海锋说，生生学堂义塾的
深层意义，就是建设“家园”，一
个大“家”。社区的老老少少，
隔三岔五自发地聚到一起学
习、交流和做事，大家自然而然
会更加亲近、更相互信任。正
如志愿者张老师说，自从有了
生生学堂，小区的幸福感增加
了，邻里的问候关怀多了，帮忙
多了，串门也多了，小区路上也
经常能遇到熟人了。

杨海锋说，真正的教育，是融
于百姓日常、润物无声的，“生活
即教育，教育即生活”，这也正是
中国文化“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的本义。

除了生生学堂义塾，杨海锋
还在大学生中创办了“无形书
院”，带学生经典会读、日新晨
读、人文走读；作为一名心理
咨询师，他还在图书馆创办了

“健心房”，为年轻人疗心；他
还曾发起给青年大学生和打
工者赠书的活动，希望借有形
的书籍流动，促成无形的精神流
通……

通讯员高静玮、郑洁、严月玲
摄影报道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5月18
日，杭州市残联系统助残“主播带
货”启动暨西湖区残联爱心助残云
课堂开播活动在杭州西湖区举行。

据介绍，“主播带货”活动是
西湖区当前重点打造的残疾人就
业创业项目。“这个项目售卖活动

中的产品都来自残疾人种植基地
或助残基地，近20个品类。”西湖
区副区长柴闻乐说。

除此之外，“主播带货”活动
还将结合残疾人的特殊性，在社
会上率先推出了“导师+主播”带
货模式，导师即为媒体栏目主持
人和网络红人，主播即为残疾人
主播。当天，主办方为杭州电视

台主持人等8名残疾人主播志愿
者、“西湖残联直播间导师”颁发
了聘书。

为了让各地好东西“走出
去”，西湖区残联还率先在文新街
道建起了全国首个属于残疾人自
己的直播间，同时整合社会资源，
引进专业团队，建立了主播培养
制度和运营机制。

通讯员林晓莹报道 “大家
注意了，水沟要挖深点，遇到大雨
地里才好排水。”作为一名扶贫干
部，浙江工商大学教师张茂龙，十
年来在省内多个乡镇做农村指导
工作，引进项目，流转闲置荒地，
因地制宜发展中药材，引导农民
种植高山蔬菜、建设茶叶加工厂、
发展光伏……

去年2月，张茂龙从天台县
白鹤镇调到永嘉县碧莲镇做农村
指导员。碧莲镇地处偏僻山区，
从县城出发至碧莲镇需要40多
公里，从碧莲镇到结对帮扶的应
坑村还有20多公里山路。山村
里八成以上的村民常年在外打
工，以留守在家的“小候鸟”和孤
寡老人居多，是较为典型的“空壳
村”。

为了提高农民收入，他引导
村民流转闲置的土地，组建农业
合作社带动更多村民发展符合山
区农民种植的特色农业，让中草
药和高山蔬菜成为带动村民增收
的新“引擎”。累计种植太子参
35亩、高山蔬菜30亩，惠及全村
28余户60余人。如今，中药材太
子参和高山蔬菜种植成了村里的

“新宠”，村民在该项种植项目上
实现纯增收5000元以上。

“之前我在衢州市衢江区的
坑口乡，后在天台县白鹤镇做了
多年的科技特派员和农村工作
指导员工作，了解山区农民的需
求，也熟悉山区的气候和土壤肥
力情况。那里朝阳，日照充足，
可以种喜阳的农作物，山的背面
阴冷，可种植喜阴的中药材。”
张茂龙和中药材结缘，离不开前
几年的农村工作经历，他说，

“碧莲镇和白鹤镇很相似，村居
环境、气候、温度、光照等都十分

适合中药材的种植。”
理论上适合种植，可在这之

前大伙都没种植过中草药，村民
们刚开始心里特别没底。张茂龙
永远也忘不了2005年的春天，他
第一次从事农村扶贫工作，下派
衢州市衢江区坑口乡。他说：“一
开始经验不足，要赢得村民信任，
必须拿出点真本事。”

坑口乡有较好的种植基础，
他因地制宜指导当地发展农业，
从引进新品种、新技术入手，壮大
农业种植队伍，拓展农业销路。

“不到一年，我初来时设想的村民
收入倍增计划就实现了。”

为了让孤寡老人住得更好，
张茂龙在天台县白鹤镇做农村工
作指导员时为当地老人建起了老
年公寓，“方言听不懂，多和老人
聊天，绿色种植理念推不动，就一
遍一遍地和农户讲。”张茂龙靠着
一份执着和一颗为民服务的责任
心，哪里需要服务，技术就送到哪
里。如今，他已成为碧莲镇种植
户的“移动智囊”。

张茂龙的敬业被镇干部看在
眼中：“他的皮鞋上总是沾着泥
土，永远擦不干净。因为只要村
民需要，他就下田指导，不管是作
物的施肥，还是病虫害防治；不管
是产品包装，还是产品销售，样样
都能给农民指导，这个老师不一
般！”

针对碧莲镇应坑村的发展规
划，张茂龙算盘着：“眼下，我们将
重点抓好、实施好‘飞地项目’和

‘光伏发电项目’，不断提升集体
经济，完善利益分配机制，让村民
参与收益分红；并且建立长效机
制，实实在在地打好脱贫攻坚战，
为结对帮扶村的经济发展做最大
的努力。”

通讯员蒋敏、袁鑫报道 “垃
圾分类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做好
源头的宣传工作，我可以尽力用
我的专业，用我的语言去改变一
些不文明行为。”日前，经过集中
授课、实地考察、理论考试、社会
实践、讲课考评5个环节，台州伏
泰公司的胡双被评为台州市垃
圾分类公众教育学院第一届精
英讲师。

2018年11月，胡双成为了
黄岩区垃圾分类宣传讲师中的
一员，有着多年电视台主持及培
训导师经验的胡双对垃圾分类
宣传时的讲解有着独到的见
解。为了使市民、学生能更容易
理解垃圾分类，接受垃圾分类，
他常常查阅大量资料，了解最新
垃圾分类相关资讯，让宣讲充满
趣味性，力争达到最满意的宣讲
效果。

2019年是黄岩区垃圾分类
急速成长的一年，也是胡双成为
垃圾分类宣传讲师后最忙碌的
一年。从机关单位再到学校宣
讲，从学校再到社区讲座，都能
见到胡双的身影。一年里，他共
完成垃圾分类宣教工作140场。

胡双坦言，一开始垃圾分类
的宣传工作举步维艰，开展一次
宣传垃圾分类讲座，他甚至需要
三番五次联系相关负责人，一点
点普及垃圾分类的知识和重要
性，一步步做通思想工作，垃圾
分类宣教工作才逐步推广开
来。经过努力，如今垃圾分类已
被大部分市民接受，并且从被动
到主动学习。

今年年初突如其来的疫情
影响了整个宣讲活动计划，胡双
根据多年的经验，提出可以结合
实际将垃圾分类宣教工作从线
下转移至线上。他组织垃圾分
类线上“云课堂”和线上云参观
黄岩生活垃圾分类体验馆等多
种“云”端活动，还专门为学生们
录制了一节关于垃圾分类的网
课，寓教于乐。

“宣教工作走在前列，但同
时也是我们垃圾分类工作开展
中最重要最困难的一个环节。”
黄岩垃圾分类办相关负责人说，

“下阶段，我们会面向社会召集更
多志愿者，通过一系列的考试、培
训，为黄岩培育更多像胡双一样
的精英讲师。”

记者羊荣江报道 近日，在
省交通集团杭州绕城高速公路
西复线杭绍段土建第三标段摊
铺沥青的施工现场，工人们正有
条不紊地忙碌着，但年轻小伙子
赵帅却盯着手中的平板电脑。
原来，赵帅正通过物联网监控实
时数据，现场监测着工程的施工
进度和质量。

赵帅是一位95后，现在是
浙江交工集团路桥建设有限公
司路面分公司生产科副科长。
毕业3年来，已辗转过兰州、新疆
等地，西复线杭绍段是他参与建
设的第3个工程。

“工期短、时间紧、任务重，
是路面标施工的特点。从天亮
开始到天黑结束，如果遇到工期
紧的状况加班加点也是不可避
免的。”赵帅说，“公司领导曾问
我后不后悔从事这个工作，我的
回答是不后悔，年轻人吃点苦是
应该的。”

西复线杭绍段工程让赵帅
体会最深的是“标准化”，是对细
节、理念和对品质工程的全面认
识。例如沥青下面层施工前要
进行封层撒布，铺撒前一般先进

行清扫，如何清扫最干净？就经
历了山猫清扫车、强力清扫车、
空压机吹风、水车清洗等实验，
最后决定使用路面干洗机进行
主要清洗、水车配合清洗两个步
骤。

“这个工地对我来说是飞速
成长的一年，是改变思想理念的
一年，让我知道了一个行业的高
标准在哪里。”赵帅说，每天来到
工地时，他首先必开一次班前教
育安全会，对每一个工艺进行工
艺交底，确保施工过程中每一道
工序质量都过关。

为了实现设备管理的精细
化、智能化，以及工程施工质量
可控性，杭绍段用上了“工地物
联网监管”系统，实时掌握沥青
摊铺机的摊铺温度、摊铺速度，
压路机的碾压温度、碾压速度
等，确保沥青压实度过关。

“有了物联网可以通过数据
监控，分析对沥青现场有更直观
的判断与把控，相比原来要通过
人工数遍数或经验积累判断，工
地物联网监管让工程质量更有
保证。”如今，年轻的赵帅干得得
心应手。

通讯员毛朝阳、陈晨报道
16年钻研厨艺，让舒景云练就了
一门绝活：蒙上眼睛，可以在几
秒钟内将一根白萝卜切成300多
条细小的萝卜丝；也可以将整只
鸡，斩成方方整整的鸡块……成
千上万次的切菜动作，已经根深
蒂固地印在他的脑海和肌肉里，
无论是切丝还是切丁、切片，都轻
而易举。

造房子要打好地基，做厨
师，也需要有扎实的基本功。
2005 年，18 岁的舒景云赴杭州
拜师学厨艺，在一家海鲜楼做
学徒，从最基础的切菜开始学
习。基础稳健后，又转战去了宁
波。“学做海鲜嘛，我就想到沿海
城市，能学的正宗一点。”

在宁波又学了3年后，22岁
的舒景云回到了家乡小试拳脚，
先后在衢州饭店和一家会所做
了主厨。在家乡稳定工作了 6
年，舒景云意识到，厨师也是需
要不断地吸收新鲜血液的，毅然
辞了主厨的工作，前往了金华，
进行了新一轮的学习。

2019年 1月，舒景云加入了

浙江子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主
要工作就是每天为员工以及来
往的客户提供可口的饭菜。相
较于之前在各大饭店做主厨，这
份工作则轻松了很多，但他并没
有因此而松懈。红烧大头鱼、肉
末茄子、红烧鸡爪、小鸡炖蘑菇
等等，是子谕员工的营养菜单，
周一到周五每天都不同。舒景
云还会根据季节、节日等调整菜
单，让员工从吃饭中，也能感觉
到季节的变化、节日的来临。

空闲的时候，舒景云还会捧
着各地菜谱仔细研究，然后烧出
了一道道赞不绝口的大菜：文火
红酒牛小排、意式芥辣焗大虾、蒜
蓉粉丝金针菇、肉汁萝卜等，获得
了公司各地客户的一致好评！单
说肉汁萝卜这道菜，需要用文火
煮上3个小时，材料并不贵，珍贵
的是厨师细心的烹饪，耐心的等
候。

在公司的表彰大会上，董事
长杜建红亲自为舒景云颁发了

“最美厨师奖”。在发表获奖感
言时，舒景云只说了一句话：“职
工舌尖上的事也是大事！”

优秀家庭医生陈峥：

社区居民的健康守护者

公益私塾创始人杨海锋：

带孩子们触摸别样世界

杨海锋带领孩子们拜访杭州孔庙。

子谕公司厨师舒景云：

把职工舌尖上的事
当大事

扶贫助残主播带货
杭州建立全国首个残疾人直播间

95后路面工程师赵帅：

每一次吃苦都是成长

台州垃圾分类精英讲师胡双：

用语言改变
不文明行为

10年扎根田间，浙商大教师张茂龙：

让小小中药材
结出“致富果”

图为陈峥作为优秀家庭医生代表分享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