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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爱玲，!" 岁，失业一个多月后很快上岗，

在江干区天城社区做生活服务员，性格开朗的

她对生活充满信心。

“ 我的工作是照顾社区里上了年纪的孤寡、

空巢老人，主要是帮老人搞卫生，像擦窗户、收

拾屋子什么的，干活的时候还陪老人聊聊天。平

时固定联系的有 # 户，有的一个星期去一天，有

的要两天。买菜本来是可以帮老人做的，但老人

们一般都比较节约，喜欢自己到菜场里讨价还

价。

“ 我以前在宾馆里做客房服务员，专门培训

过，收拾屋子这种活干起来并不难，手脚快，活

做得很干净。时间长了，老人们都和我有了感

情，对我很信任。

“ 现在，我每个月工资 $%& 元，还有养老和

大病保险。女儿今年 ’% 岁了，马上要考大学，有

份收入对家用真是蛮要紧的。老公也失业了，现

在和别人合开了一个小汽配店，营业执照拿到

后还领了 "((( 元（ 就业援助）补助费。

“ 能得到这份工作，全靠社区帮忙。当时，我

在家闲了一个多月，心里正着急，社区劳动保障

室的郭丽春（ 共产党员，负责社区劳动保障）主

动上门来了，说社区的生活服务员要退休，问我

愿不愿意干。我从来没找过她，她怎么知道的？

一聊，才知道是楼道小组长看我闲在家里告诉

了郭丽春，她记在了心上。

“ 郭丽春第一次上门的时候，说实话我是有

顾虑的，不想做。大家都住一个社区，互相认识，

难为情；再说，我给父母也没有倒过马桶，现在

要为别的老人倒，想不通。没想到，过了几天，她

又来了，劝我说，女儿要上学，老公也失业了，在

社区里做既能照顾家里，每个月还有六百多元

工资和保险，怎么也比闲着好。

“ 听了这些话，我动心了。我这种年纪没什

么文化，出去找工作很麻烦。而且，我的事人家

这么热心，还不是为我着想。

“ 如今想想，她这个人真好。有了工作我心

里踏实了不少，现在特别珍惜这个工作机会，我

从心底里感谢她。”

郭丽春（ 天城社区劳动保障室工作人员，党员）：

“ 唐爱玲是个勤快人，干活麻利，多做一点

也毫无怨言。在我们社区，和她年龄差不多的失

业人员因为尝过生活的不易，一旦有了工作特

别珍惜。

“ 得知小唐失业后，我挺放不下。我是负责

劳动保障工作的，又是党员，帮助她上岗是应该

做的。社区里的失业人员，我有一本详细的台

账，都有底，每月都会普查一遍。

“ 全市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党员更应该起表率作用。为了多搜集些岗位，有

时一天要跑上五六家单位。最近，社区正在和高

速公路一支队协商，如果能谈成，可以解决 ’(

多名失业人员的就业。”

钱国英（ 天城社区党委书记兼主任）：

“ 破解七大难，解决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和困

难老人的生活难题，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解

决这些难题时，社区的 ’!( 多名党员发挥了重要

作用。

“ 在社区，各个楼道的小组长不少是党员担任

的，他们是社区的义务信息员，谁家有人失业了马

上上报，社区一有合适的岗位就推荐联系。社区工

作者中也有 ! 名党员，但找岗位靠他们是远远不

够的，我们发动社区的退休党员从亲戚朋友那儿

打听岗位信息，每个月开组织生活会时反馈。一些

失业党员重新找到工作后，也会把新单位的空岗

信息告诉社区。

“ 今年以来，社区有 "( 多个失业人员找到了

工作。现在登记想找工作的有 &" 人，社区正在全

力以赴想办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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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全市全年帮助 &$!’ 名下岗失业人

员实现了再就业，为 $)!$ 名下岗失业人员提供了

职业介绍（ 腾岗），有 ’(%"$ 名下岗失业人员参加

了职业培训。

&((# 年，杭州计划新增就业岗位 ’" 万个，帮

助 ’’ 万名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安置就业困

难人员 "*# 万名，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以

内，力争控制在 !+。

西湖世纪全景之梦
年底完美呈现

两堤三岛国庆前完成修缮

（ 上接第 ’ 版）

韩美林艺术馆开放
到秋天，大家可以在植物园里面看到一座

传统与现代结合的韩美林艺术馆，欣赏到被称

为“ 中国毕加索”的国家一级美术师、著名艺术

家韩美林先生的作品。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加快

艺术馆的陈列、展示、经营等进度，确保国庆节

对外开放。

严官巷南宋遗迹保护
严官巷南宋遗迹是迄今为止杭州市已发掘

的南宋遗址中第一个公开展示的项目，目前正

在按照规划方案，在遗迹原址做好地下文物保

护与展示，确保今年国庆前开放。

北山街与环境相融
今年北山街的智果禅寺、大佛寺、紫云里、

坚匏别墅、宝石一弄等几个区块，将通过动迁住

户、修缮建筑、整治环境、完善基础设施等手段，

使北山街、葛岭路、宝石山融为一体，形成一个

集历史、文化、自然为一体的山地园林大公园。

高丽寺重建进入准备阶段
作为杨公堤景区二期历史文化景点恢复的

重点项目之一，今年高丽寺重建将进入准备阶

段，计划通过复建天王殿、禅堂、大雄殿等寺院

建筑，建设成吸引外国游客特别是韩国游客的

旅游景点。

仁寿山公园扩建将完成
仁寿山公园的金沙港停车场是北山街、杨

公堤、植物园三大景区接合部，今年将重点对它

进行整治，通过沟通道路、保留水系、完善服务

设施，使其整体风格与仁寿山公园相呼应，与周

边环境融为一体。

灵隐景区民居价值高
灵隐景区现存不少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杭

州典型山地民居和民国风格的院落以及古道、

溶洞、石刻。今年的西湖综合保护工程将充分挖

掘当地浓厚的文化内涵，整治环境，保护法云弄

的传统民居和古村风貌，并积极谋划工程建成

后的经营管理工作。

杭州孔庙（ 碑林）项目力争动工
今年将继续进行杭州孔庙（ 碑林）项目居民

搬迁工作，争取尽早进入开工建设阶段，恢复杭

州孔庙（ 碑林）的杭州园林古建筑特色，重现孔庙

府学当年胜景，计划还希望结合历代碑帖的展示

和祭孔等活动，提升孔庙（ 碑林）的文化内涵。

今天下午 ! 点
可去市中医院学急救

心脑血管和哮喘患者家属最该学学
通讯员 徐尤佳 记 者 胡欣梅

本报讯 自己或身边的人突然呼吸、心跳停

止，’&( 急救医生还没来，你该怎么办？今天下

午 & 点，在杭州市中医院综合楼 ’& 楼多功能

厅，急救专家将教你如何进行心肺复苏急救。

最近气候变化较大，冠心病、高血压、心肌

炎等心脑血管患者，发生心跳、呼吸突然停止等

意外的几率急剧上升，但突发时家庭急救成功

率却很低。应本报邀请，市中医院特地安排了这

堂现场模拟演示课。急救医生说，此类病人最佳

抢救时间在 $ 分钟以内，但急救医生一般难在

$ 分钟内赶到，所以现场急救尤为重要。

今天的主讲人———市中医院急诊科主任楼

正家教授说，意外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有可能

发生，掌握急救方法如人工呼吸、按压胸腔心肺复

苏等，对每个人都非常重要。因为呼吸、心跳突然

停止，不只发生在心脑血管患者身上，哮喘、慢性

支气管炎、溺水、触电、车祸等患者都可能发生。车

站、商场、学校等人群聚集场所和高速公路，需急

救的几率比较大，所以驾驶员、营业员、学校老师、

交警等，掌握急救常识及方法也非常必要。

耍赖不签字 也有办法治
水果店摆货用斜柜台不会占道经营

记 者 严 敏 通讯员 姚红梅

本报讯 杭州人小吉在翠苑一区开了家水

果店，为了多招揽生意，他经常把水果摊摆到门

前人行道上。

! 月下旬，西湖行政执法队员对水果店的

违章设摊，开了《 整改通知书》。执法队员上门 !
次，每次小吉都让帮工说老板不在，不签收《 整

改通知书》。在他看来：只要不在现场勘查笔录

上签字，执法队员就拿自己没办法。

# 月初，执法人员又来了，不过，这回多了

两名城管志愿者。执法人员先拍摄了水果店占

道设摊的现场照片，又丈量了占道面积、制作

《 现场勘查笔录》、填写《 整改通知书》。

这些情况，两名城管志愿者一一看在眼里，

当小吉又一次拒绝签名时，他们作为旁证人员，

写下了证言。接着，执法人员又到公安机关调取

了店主小吉的身份资料。

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西湖执法局依照市

容法规，对小吉处罚 &((( 元，并在证人的见证

下，将《 处罚决定书》留在水果店里。最后，通过

法院强制执行，小吉交了罚款。

浙江西子律师事务所陈松涛律师点评：这

家水果店老板自作聪明，以为拒绝签收法律文

书，就能逃避处罚。其实，法律对他这种行为早

有规定。不配合调查、不签收法律文书，并不能

阻止执法工作。

夏天水果店都想多做点生意，西瓜、苹果、

橘子、香蕉什么的一大堆水果都摆到人行道上，

货品新鲜生意活络。多做生意的心理市城管行

政执法局也理解，局长赵荣福给水果店主出了

主意，建议把水果柜台改成斜面的，不同品种用

隔板分开，这样不占地方，提高展示利用率，走

过路过的瞧一眼水果就能吊起胃口。

杭州装扮动漫城堡
少儿嘉年华请你报名

通讯员 徐思莹 记 者 魏 奋

本报讯 六一节快到啦！$ 月 ’ 日这天，杭

州青少年活动中心将装扮成五彩斑斓的动漫城

堡，有卡通人物巡游，有动漫表演赛、卡通形象

涂鸦大赛、快乐动漫游园会、热闹的跳蚤市场

⋯⋯别提多好玩啦！

届时，首届中国国际动漫节正好在杭州举

行，孩子们可以在自己的节日里尽情享用“ 动漫

嘉年华”这道大餐。为了让孩子真正成为动漫城

堡的主人，团市委等主办方希望喜爱动漫的学

校、学生社团、个人带着自己的动漫游戏、,-.!
/012 秀、个人才艺展示加入到“ 动漫嘉年华”

中，一展“ 动漫之都”青少年的先锋姿态。同时欢

迎相关的企业、商家们通过活动赞助、分发小礼

品或动漫产品销售等形式进行合作，有意者可

拨打报名电话：%#%&’(’’。

赵师傅是卡车司机，平时都在全国各地跑，

前天他从江西来到杭州珊瑚沙水库。昨天上午

卸货的时候，从卡车工具箱里传来猫叫，赵师傅

打开工具箱，里面有 ! 只刚出生的小猫，眼睛都

还没睁开。

赵师傅问我怎么办，我赶紧赶到他所在的

石材仓库，把四只小猫接了回来。

我想起杭州有个民间的流 浪 猫 救 助 机

构———爱猫地带，联系了一位网名叫“ 月牙狼”

的工作人员。她说，现在的猫正处于发情、生育

期，近段时间，“ 爱猫地带”的志愿者们共收养了

三四十只刚出生的小流浪猫，由于找不到奶猫，

都在人工喂养。但交给志愿者人工喂养的小猫，

死亡率几乎百分之百，搞得志愿者们都很伤心。

现在一些志愿者手里还有不少小猫，惟一的办

法就是找到奶猫。

由于“ 爱猫地带”的每个志愿者都喂养了不

少流浪猫，这四只小猫暂时无从送养，我答应做

两天“ 爱猫地带”的志愿者。“ 月牙狼”还教我如

何人工喂养刚出生的小猫：将适用于 (—$ 个月

的婴儿奶粉泡开灌入 # 毫升的针筒，针筒套上自

行车用的气门芯，将气门芯从侧面塞入小猫的嘴

巴，轻推针筒将奶汁灌入小猫嘴里，同时轻拍小猫

背部，喂奶时间每两小时一次，每次喂奶后，要用

纸巾蘸些温水，擦洗小猫屁股，以帮助排便。

我去了三家药房一家医院都没买到针筒，所以

只能用纸巾蘸牛奶往小猫嘴里送，至发稿时小猫的

健康还没有问题，但我不知道这些小猫能坚持多

久。家有奶猫并愿意喂养这些流浪小猫的市民，请

拨 ’"#’$%&&’&& 和“ 爱猫地带”的工作人员联系。

!破解七大难·党员作贡献之解决困难群众生产生活难（ ’）

!小眼看世界（ 热线：’")))%%’’’#） 记 者 夏 阳

我是小眼夏阳。虽

然我眼睛小，但透过镜

头，还是能看到一个大

世界的。当然，这需要读

者你的帮助，我才能看

得更清楚。

生活中，若有什么

需人们重视、需众人关

注或是需要我帮忙解决

的，请拨我 &! 小时开通

的“ 小眼看世界热线”：

’")))%%’’’#。你的每一个来电我都会认真对

待，你的线索一经采用，快报会给予 #(3"(( 元

的奖励。

请提供今日线索的赵师傅持身份证到杭报

新大楼 ’$(& 房间领取线索奖 #( 元。

现在想 她这个党员真好
有了工作我从心底谢谢她

!城市管理与您有关·城市管理请您出力
（ 本报与杭州市城管行政执法局联办）456786$&’9’&$*:;7

爱猫地带急寻猫妈妈

家有
奶猫
速来
救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