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ING WAMER PAGE 001

CARING WAMER PAGE 002

CARING WAMER PAGE 003

主 办
SPONSOR
杭州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编委主任
PRESIDENT OF THE EDITORIAL BOARD
芦 俊

目录

CONTENTS

编委副主任
VICE-PRESIDENT OF THE EDITORIAL BOARD
汤 伟
王 东

首席摄影师
CHIEF PHOTOGRAPHER
何君照

浙内准字第 A103 号
声 明
1. 本刊是杭州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于
公司内部系统各单位免费提供阅读，
用于企业内部宣传交流的内部刊物。
2. 本刊对作者来稿一律不退，请勿一
稿多投，并谴责抄袭等不良行为，所
有文章、来稿文字自负。
3. 本刊所选用的部分图片、文字，如
未能与作者取得联系，请速与本刊联
系，即付稿酬。
4. 本刊所有文字、图片、资料版权所
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054 Ten New Events in 2017
杭燃集团 2017 年十件新事

绿色义工大拜年

056 Ten Practical Things for the
Citizens in 2018

011

049 058

杭燃集团 2018 年为民办十
件实事

2018 NEW YEAR SPEECH
2018 年新年献词

副主编
VICE-EDITOR IN CHIEF
潘长勇

插画设计
ILLUSTRATOR DESIGN
常丽君

专题 FEATURE STORY

Happy New Years

主 编
EDITOR IN CHIEF
俞 磊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张雨薇
吴 郡

004
004 Green Volunteers Wish You

编 委
EDITORIAL BOARD MEMBER
俞 磊
汪建平
王忠平
朱琴君

责任编辑
EDITOR IN CHARGE
方翠燕
陶 毅
崔 爽
王丹超
王 洋
张 曦

054
态度 ATTITUDE

049 Concentrating spirit, burning

焦点 HOT TOPICS

Good Luck in the Coming Wuxu Year

passion and shaping with temperature

058 Corporate News/Video

戊戌吉祥 美好未央

凝气燃情 以温塑形

媒体报道集锦

011 Best Wishes for Happiness and

012
016

资讯 TIDINGS

封面特辑 SPECIAL COVER
016 Green Livingroom

062

燃小厨 GOURMAND
062 New Years eve Dinner
年夜饭

067

威爷杂谈 LIWEI TITTLE-TATTLE

070

知乎 COLLECTIONS
070 CoCo
家庭和梦想你选哪一个

072 Best Book Lists
文字堆砌的城堡
074 Cool Facts You Probably Don't Know
冷知识

High-Quality Life

067 Delicacy

076 The Constelllation

绿色客厅 品质生活

年味

星座

CARING WAMER PAGE 006

CARING WAMER PAGE 007

CARING WAMER PAGE 008

CARING WAMER PAGE 009

CARING WAMER PAGE 010

CARING WAMER PAGE 011

2018 年新年献词
戊戌吉祥 美好未央
譲家庭更温暖，
譲家庭更美味，
譲家庭更美好，
譲城市更绿色，
我们宜当仁不譲！
如若我们不去做高尚的事情，
那么，
丑恶的事情就是由我们所做。

芦俊
杭州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2018 NEW YEAR SPEECH
BEST WISHES FOR HAPPINESS AND
GOOD LUCK IN THE COMING WUXU YEAR
Make Home Warmer
Make Home Sweeter
Make Home Better
Make City Greener
We Should Undoubtedly Do Our Best!
If Not To Act, Where This Is Noble,
Is In Our Power, To Act, Which Will Be Base,
Will Also Be In Our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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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TIDINGS

AIIB LOANS $250M FOR BEIJING COALTO-GAS CONVERSION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nnounced on December
11 a $250 million loan for a natural gas project in Beijing, the bank's
first such investment in China, to help cut coal use and improve air
quality in the capital area. The loan, also the AIIB's first corporate
financing deal, will be extended to Beijing Gas Group Co to carry

亚投行 2.5 亿美元贷款“助攻”北京煤改气

out coal-to-gas conversion projects that will enable rural households

12 月 11 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宣布向北京的一个天然气工
程项目提供 2.5 亿美元的贷款，这是亚投行首次在中国进行此类投资，
以帮助减少煤炭使用，改善首都地区的空气质量。该项目由北京燃气集
团公司承担，也是亚投行第一笔企业贷款项目。开展煤改气项目，使农

to use gas instead of coal for cooking and heating. The project will
involve construction of natural gas distribution networks, pipelines
and household connection facilities, the Beijing-based multilate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 said in a statement. Scheduled to be completed

村用户能够用天然气代替煤炭做饭和取暖。这一项目包括农村天然气配

in 2021, the project will help China reduce coal use by about

送网络建设、低压天然气管道建设和家庭连接工作建设。整个项目将在

650,000 metric tons annually through connecting about 216,750

2021 年完工，届时将覆盖约 510 个村庄，连接约 21.675 万户家庭，

households in approximately 510 rural villages to the natural gas

帮助中国每年减少约 65 万吨标准煤的使用。

distribution network, according to the AIIB.

CHINA-RUSSIA EASTERN NATURAL GAS
PIPELINE PROJECT SPEEDS UP
On December 13, as 11 sectors of the Heihe-Changling section started

多部门公布清洁取暖规划
蓝天与温暖一个也不能少

construc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domestic sections of China-Russia
Eastern Natural Gas Pipeline Project were fully accelerated. The Chinaout special inspections to formulating security schemes, many national

Russia Eastern Natural Gas Pipeline Project runs from the China-Russian

涉及天然气供应、电价补贴、取暖设备改造等方方面面。从开展专项督查

departments are taking actions for blue sky and warmth. From December

border in Heihe, Heilongjiang Province and ends in Shanghai. It passes

到制定保障方案，为了蓝天与温暖，多部门正在行动。12 月 15 日至 17 日，

15 to December 17, the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ducted

through 9 provinces with a total length of 3371 kilometers. It is long-

环境保护部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冬季供暖保障工作组织开展

a special inspection on the winter heating support work in Beijing, Tianjin

distance natural gas pipeline with the largest diameter and the highest

专项督查，全面了解冬季供暖工作进展，准确掌握居民用气、用电保障情况。

and “2+26” cities around the two municipalitie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pressure in China at present. The northern test section of the project

与此同时，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财政部、环保部等十部门公布了《北

progress of winter heating work and accurately control the household

started construction in June 2015 and is expected to start operation in

正值寒冬，北方地区正推进的清洁取暖备受关注。清洁取暖是系统工作，

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 2017—2021》，明确气源保障总体方案。方案
提出，按照“宜管则管、宜罐则罐、多能互补、综合集成”的原则，统筹
多种供气方式，根据气源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发展天然气取暖。根据方案，
到 2019 年，北方地区清洁取暖比例要达到 50%， “2+26”城市城区清
洁取暖率要达到九成以上，县城和城乡接合部达到七成以上，农村地区也
要达到四成以上。

DEPARTMENTS ANNOUNCES CLEAN ENERGY HEATING
PLAN FOR BLUE SKY AND WARMTH
It is winter season and the clean energy heating being promoted in the north areas is
drawing much attention. Clean energy heating is systematic work, involving aspects such as
natural gas supply, electricity subsidies, heating equipment transformation. From carr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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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 and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In the meantime, ten departments
including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National
Energy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nounced the "Winter Clean Energy Heating Plan in the North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工程建设全面提速
12 月 13 日，随着中俄东线黑河—长岭段 11 个点段同时打火
开焊，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工程境内段全面加速建设。中俄东线天
然气管道工程起于黑龙江省黑河市的中俄边境，途经 9 个省区市到

October, 2019. The whole line will be joined up by the end of 2020. This
project will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basic
industries such as iron and steel smelting, pipe making and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 our country and will also promote the synergistic

上海，全长 3371 公里，是我国目前口径最大、压力最高的长距离

development of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industrial chains in

The plan proposed that with the principle of "Pipeline or storage, multiple

天然气输送管道。工程于 2015 年 6 月开工建设北段试验段，预计

domestic gas fields, pipelines, gas storage and natural gas utilization

complementation and comprehensive integration", it should co-ordinate

2019 年 10 月北段投产，2020 年年底全线贯通。这一工程对带动

projects. According to reports,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China-Russian

various modes of gas supply and develop natural gas heating based

我国钢铁冶炼、制管、装备制造等基础工业的发展将产生积极推动

Eastern Natural Gas Pipeline Project, 38 billion cubic meters of natural gas

on local conditions of gas source. According to the plan, by 2019, the

作用，也将有力推动国内气田、管道、储气库、天然气利用项目等

will be imported from Russia every year. This will have a positive and far-

proportion of clean energy heating in the north areas will reach 50%. For "2

上中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据介绍，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工程建成

reaching impact on enhancing the supply of clean energy in our country,

+ 26" cities, the proportion of clean energy heating in urban areas should

投产后，每年将从俄罗斯引进 380 亿立方米天然气。这对提升我国

optimizing the energy structure, achieving energy saving & emission

reach over 90%, in country areas it should reach more than 70% and in

清洁能源供应量，优化能源结构，实现节能减排，改善大气环境等，

reduction and improving the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rural areas it should reach more than 40%.

都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Areas 2017-2021" to clarify the overall security schemes of gas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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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日本。多位分析师表示，照这样趋势下去，中国 2018 年应
可超越日本。

REUTERS: CHINA WILL SURPASS JAPAN TO
BECOME THE WORLD'S LARGEST NATURAL
GAS IMPORTER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by Reuters, the government's efforts to control pollution

CHINA'S DAQING OILFIELD SEES STABLE
CRUDE OIL OUTPUT IN 2017
HARBIN - Daqing Oilfield, China's largest oilfield, saw stable production of
crude oil and natural gas in 2017, according to the 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大庆油田 2017 年原油产量稳定

Corporation. Crude output in 2017 hit more than 39.5 million tons, including

importer by 2018. As domestic output can not meet demand, about 40% of

路透社：中国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最大天然气进口国
根据英国路透社报道，政府大力治理污染的行动势必让中国在
2018 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由于国内产量不能
满足需求，中国大约 40% 的需求量依赖进口。汤森路透金融数据平台

China's natural gas depends on imports. Data from Thomson Reuters financial
data platform shows that China's pipeline imports of natural gas and liquefied
natural gas (LNG) in 2017 may exceed 67 million tons, an increase of more
than a quarter over the previous year. LNG imports have increased by more than

的数据显示，中国 2017 年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 (LNG) 进口量可

50%. At present China still lags Japan and Japan's natural gas imports of 2017

percent year-on-year. Natural gas production of Daqing exceeded 4 billion cubic

能超过 6,700 万吨，较上年增长超过四分之一。仅 LNG 进口量就增

is 83.5 million tons and all of those are LNG. However China's overall natural

meters last year. Daqing reported 170 million tons of new crude oil reserves

长了逾 50%。中国目前仍落后于日本，日本年度天然气进口约 8,350

gas imports surpassed Japan in September and November. Many analysts said

大庆油田天然气产量突破 40 亿立方米。 2017 年，大庆油田新增原油

and 12.4 billion cubic meters of natural gas reserves in 2017.Discovered in

万吨，全数是 LNG，不过中国 9 月和 11 月整体天然气进口则是两度

that according to this trend, China should surpass Japan in 2018.

储量 1.7 亿吨，天然气储量 124 亿立方米。自 1959 年发现以来，位

1959, Daqing oilfield is located in Northeast China's Heilongjiang province.

于中国东北黑龙江省的大庆油田多年来可年产原油 5000 多万吨，但近

For many years, the oilfield had an annual output exceeding 50 million tons of

年来由于储量减少，年产量有所下降。

crude oil, but output has shrank due to dwindling reserves.

根 据 中 国 石 油 天 然 气 集 团 公 司 的 数 据，2017 年 中 国 最 大 的 油
田，哈尔滨 - 大庆油田原油和天然气产量稳定。2017 年原油产量超过
3950 万吨，其中大庆海外油田 550 万吨， 同比增长 13.8％。 去年，

5.5 million tons from Daqing's overseas oilfields, which saw an increase of 13.8

will make China surpass Japan and become the world's largest natural gas

度较帝国大厦的高度更长，其宽度与波音 747 的翼展相当。满
载时，Prelude 的排水量超过 60 万吨，是乔治路华盛顿号航
母排水量的 6 倍多。

"GLOBAL ENERGY ENTERPRISE
COMPETITIVENESS" RANKINGS IS RELEASED
AND STATE GRID CROP OF CHINA REACHES
THE TOP

SHELL PUSHES PRELUDE: ANNUAL OUTPUT
OVER HONG KONG CONSUMPTION

On January 18, "Global Energy Enterprise Competitiveness Assessment Report

construction by Samsung's Heavy Industries in 2012 and completed in July

2017" was releas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world, the report has created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framework for the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全球能源企业竞争力排名发布 中国第一的是国家电
网公司
1 月 18 日，《能源企业全球竞争力评估报告 2017》发布。报告
创立了规模、效率、成长、安全和研发等五维度的企业竞争力量化分析

in five dimensions, namely scale, efficiency, growth, safety and research
& development. The report screened and quantified the operating data of
more than 700 energy enterprises in the world and selected the top 500
enterprises to make the total ranking list of "Top 500 Global Energy Enterprise

壳牌公司推海上采气巨无霸船：
年产量超香港全年使用
据 CNBC 的最新报道，壳牌的巨型浮式液化天然气船由三星重工
（Samsung's Heavy Industries） 于 2012 年 开 工 建 造， 在 2017
年 7 月份完工。目前，该巨型漂浮设施位于壳牌的 Prelude 天然气田。

2017. Currently, the giant floating facility is located in the Prelude gas field
of Shell. In 2018, 488-meter-long Prelude will start mining and processing
natural gas offshore. Because Prelude is capable of producing natural gas and
offloading it to large LNG carriers, long pipelines are not required to deliver
natural gas to land-based LNG plants. Shell says it will produce at least 5.3
million tons of liquid oil &gas a year after its full operation. The company claims

2018 年，488 米长的 Prelude 将开始在海上开采和加工处理天然气。

that the annual output of natural gas will exceed Hong Kong's annual demand.

Competitiveness", power enterprises had the highest proportion, following

由于 Prelude 能够生产天然气并将其卸载至大型液化天然气船，因此

The ship's deck length is more than 4 football fields and its storage tanks can

源企业全球竞争力 500 强”总榜。在“中国企业竞争力 100 强”分榜

by oil and gas enterprises. There are 28 oil and gas enterprises, 34 traditional

无需使用长管道将天然气输送至陆基液化天然气加工厂。壳牌公司表示，

fill 175 Olympic Games swimming pool. The length of the Prelude is more than

排名中，电力企业最多，油气企业其次。油气企业 28 家，传统电力企

power enterprises, 10 new energy enterprises, 21 coal enterprises and 7 energy

Prelude 全面运行后，每年可生产至少 530 万吨的液态油气。该公司

the height of Empire State Building and its width is comparable to that of the

业 34 家，新能源企业 10 家，煤炭企业 21 家，能源装备与服务企业 7 家。

equipment and service enterprises. State Grid Corporation of China reached the

声称，每年天然气的产出量将超过香港全年的需求量。这艘船的甲板长

Boeing 747. At full load, Prelude drains more than 600,000 tons, more than six

国家电网公司高居中国企业 100 强榜首。

top of the ranking list.

度超过 4 个足球场，储存罐可填满 175 个奥运会游泳池。Prelude 长

times of George Washington aircraft carrier.

框架，系全球首次。该报告通过对全球 700 余家能源企业的经营数据
进行筛选和量化处理，从中选出得分最靠前的 500 家企业，制作成“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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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veness ". In the sub ranking list of "Top 100 Chinese Enterprises

According to CNBC's latest report, Shell's giant floating LNG carrier was sta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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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 COORDINATE
杭燃集团小和山基地
Xiaoheshan Base Of Hangzhou
Gas Group
理念 IDEA
城市的绿色客厅
Green Living Room Of The City
行业的文化高地
Cultural Highlands Of The Industry
员工的灵魂空间
Soul Space Of The Staff
规模SCALE
杭州第一个绿色能源体验大楼
First Green Energy Experience
Building In Hangzhou
内在乾坤 INTERNAL SPACE
天然气改变世界展厅
Natural Gas Changes The World
Exhibition Hall
太阳之子展厅
Children Of The Sun Exhibition
Hall
绿色之路展厅
Road Of Green Exhibition Hall
城市之光展厅
Light Of City Exhibition Hall
生活之美展厅
Beauty Of Life Exhibition Hall
未来之梦展厅
Dream Of Future Exhibition Hall
天然气能源高效应用创新体验展厅
Natural Gas Energy Efficient
Application And Innovation Experience Exhibition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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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FEATURES
抢修x会议x 培训x科普x展览x 体验
x教育
Rush Repair X Meeting X Training X Science Popularization
X Exhibition X Experience X
Education
使命 MISSION
让家庭更温暖 让家庭更美味 让城
市更绿色 让生活更美好
Make Home Warmer Make
Home Sweeter Make City Greener Make Life Better
五感 FIVE SENSES
全方位交互式体验
Omni-Directional And Interactive
Experience

绿色客厅
品质生活
GREEN LIVINGROOM QUALITY LIFE

杭州绿色能源体验中心之旅

A tour of Hangzhou Green Energy Experienc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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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馆仪式上，杭州
市委副秘书长、发展研究
中心主任胡征宇先生点亮
象征清洁能源的“城市之
光”——香港都爹利街款
式煤气灯。
Mr. Hu Zhengyu,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and Director of the
Municipal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Center, turns on the Hong Kong

首度揭秘绿色能源体验中心

First Unveils Green Energy Experience Center

Duddell Street style gas lamp- “ Light
of the City”, which symbolizes clean
energy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Hangzhou Green Energy Experience
Center.

2017年可以说是杭州市燃气集团的“互动体验”年。4月，全国首条绿
色能源体验之旅开通；7月，“杭燃优家”客户中心天目山路旗舰店开
张；12月28日，杭州绿色能源体验中心落成。

当天，浙江省建材工会主席蒋基发、杭州市城投集团党委副书记范川、市发改委稽查特派员
江小军、市品牌促进会轮值会长杨星、市民监督员代表金六民、杭燃集团董事长芦俊共同为杭州
绿色能源体验中心揭幕。
Jiang Jifa, Chairman of Provincial Building Materials Trade Union, Fan Chuan, Deputy Party Secretary of Hangzhou City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Group, Jiang Xiaojun, Accredited Inspector of Municip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Yang Xing, Rotating President
of Municipal Brand Promotion Association, Jin Liumin, Representative of Citizen Supervisors and Lu Jun, Chairman of Hangzhou Gas
Group, unveil Hangzhou Green Energy Experience Center.

杭燃集团召开杭州绿色能源体验中心开馆暨2018年“为城为民”十件实事新闻发布会，集团
新闻发言人、副总经理朱琴君接受19家媒体现场采访。
Hangzhou Gas Group holds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Hangzhou Green Energy Experience Center and 2018 Ten Practical Things “for the
city and people” press conferences. Zhu Qinjun, Press Spokeswoman and Deputy General Manager of Hangzhou Gas Group accepts on-site
interviews of 19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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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之子展厅
太阳之子展厅

走进太阳之子展厅，左右两

In the middle of the exhibition hall there

边分别以大型壁画的形式展现了

is a circular video room, with a huge round

人类从发现天然气到寻找天然气

projection screen at the top. The screen is

的整个过程。
展厅中间是一个圆形的视
厅，顶上有一个巨大的圆形投
影屏，屏幕被无数蓝色小光点包
围，仿佛置身于浩瀚星海之中，

深度解密
绿色能源体验中心

随着投影仪的不断变化，在场所
有人都被这视觉冲击力所折服。
时长3分多钟的短片，讲述
太阳之子展厅

或间接地来自太阳，它是我们恒

Deep Decryption Of
Green Energy
Experience Center

久发展的能源保证。正是各种植

太阳之子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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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所需能量的绝大部分都直接

DEEP DECRYPTION

surrounded by countless little blue light spots,
as if you are in the vast sea of stars. With

一场探索

the constant change of the projector, every
audiences present is impressed by this visual

人类发展的

impact.
The three- minute video tells us that most of

生动体验

the energy human needed come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the sun, which is the energy

A Vivid Experience
To Explore Human
Development

guarantee of our constant development.
Through photosynthesis, various kinds of plants
convert solar energy into chemical energy and

物通过光合作用把太阳能转变成

store them in their bodies. Fossil fuels such

化学能在植物体内贮存下来。煤

as coal, oil and natural gas are also formed by

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也

animals and plants buried in the ground in

是由古代埋在地下的动植物经过

ancient times, which experience long geological

漫长的地质年代形成的。它们实

ages. They are essentially solar energy that

质上是由古代生物固定下来的太

is fixed by ancient creatures. In addition,

阳能。此外，水能、风能、波浪

hydroenergy, wind energy, wave energy, oceanic

能、海流能等也都是由太阳能转

energy etc. are also converted from solar energy.

换来的。太阳给地球带来源源不

The sun gives constant source of light and heat

断的光与热，使人类文明得以延
续和发展。

太阳之子展厅

to the earth，making the human civilization
continues and devel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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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 DECRYPTION
绿色之路展厅

一次寻找
清洁能源的
奇妙之旅
A Fantastic Journey
To Find Clean Energy

从古人对火的认识开

把手掌按向中间的光柱时，

始，到煤、石油等化石燃料

它代表着以石油为能源，

的开采使用，再到太阳能等

这时整个城市和天空的色彩

可再生能源的加速开发，

会变成黄色，屏幕上也会显

使用更绿色的清洁能源，提

示污染物的排放量。最后一

升能源利用效率，已成为世

根光柱代表着以天然气为能

界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实

源，当你把手放上手掌按钮

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

后，整个天空和城市很快就

撑。

变成了蓝色，通过这个体

绿色之路展厅

在绿色之路展厅，最吸

验，可以最直观的通过视觉

From the understanding of fire by the

landmark architecture outlined by

middle column, which represents oil as

three touchscreens. The screen on the

引眼球的肯定要数一副用彩

和数据的比较，得知天然气

ancient human to the exploitation of

colored light band.

energy source, the entire city and the

left introduces the A-line, B-line, C-line

是一种清洁能源。

fossil fuels such as coal and oil and the

In the front of the device there are three

sky will turn yellow and the screen will

and D-line of the Central Asia Natural

在体验装置的左边有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of renewable

blue light columns and each column

also shows emission data of various

Gas Pipeline. The screen in the middle

装置的正前方竖立着三

三块触摸屏，左边的屏幕

energy such as solar energy, it has

represents one energy source. At the

pollutants. The last column represents

introduces

根蓝色光柱，每根光柱代表

介绍的是中亚天然气管道A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for world’s

top of the column there is a palm-

natural gas as energy source, if you

the first, second and third lines of West-

一种能源，光柱的顶端各有

线、B线、C线、D线，中

development and an important support

shaped button. When you press the

push the palm toward it, the entire city

East Natural Gas Transmission Project.

一个手掌模样的按钮，当你

间的屏幕介绍的是西气东输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alm towards the first column, which

and the sky will turn blue. Through the

The screen on the right introduces

把手掌按向第一个光柱时，

一线、二线、三线，右边的

mankind to use greener clean energy

represents coal as energy source,

experience of the most straightforward

seaway LNG (liquefied natural gas)

它代表着以煤炭为能源，很

屏幕介绍的是海路LNG（液

and develop energy efficiency.

soon the entire city and the sky will

visual and data comparison, you can

transportation. Each screen has touch

快整个城市和天空都会变成

化天然气）运输，每块屏幕

In the Road of Green Exhibition

turn red and the screen will shows

get the conclusion that natural gas is

button and you can press it to detailedly

红色，屏幕上的数据会显示

上都有触摸按钮，点开可以

Hall, the most eye-catching thing is

emission data of various pollutants.

clean energy.

see the introduction of each line .

各种污染物的排放量。当你

详细观看每条线路的介绍。

the experience device of Hangzhou

When you push the palm toward the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device there are

色光带勾勒出来的杭州标志
性建筑的体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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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之路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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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窝煤炉时代
The era of honeycomb briquette

城市之光展厅

20世纪50年代中期，杭州人开始用蜂
窝煤做燃料，取代了原来用的煤球。蜂窝煤
一个大约有一两斤重，一餐饭一家一般要使
你还可以在这里体验声音展墙，管口

用一个。当时一个蜂窝煤只要几分钱，虽然

高低不一的管道，凑耳去听，管道里会传

便宜，但必须凭煤饼票购买，还需要自己搬

出老杭州市井生活的各种声音:广播里的歌

运回家。

声、送煤饼吆喝声、划火柴声、发煤炉扇

In the mid-1950s, Hangzhou citizens began to

扇子声、杭州话对话声“今天烧点啥西吃

use honeycomb briquettes as fuel instead of the

吃?”、炒菜声......

original briquettes. The weight of a honeycomb

You can also experience the sound wall here. If

briquette was about 1 or 2 kilograms. For a family,

you put your ear close to the pipes with different

each meal might consume one honeycomb

heights, you can hear a variety of voices of tradi-

briquette. At that time a honeycomb briquette

tional Hangzhou street life through the pipes: the

was worth only a few cents. Although they were

songs in the radio, the sound of selling briquettes

cheap, you could only buy them with briquette

, the sound of striking matches , the fan sound of
igniting the coal stove, the dialogue of traditional

城市之光展厅

stamps and you had to transport them to your
home by yourself.

Hangzhou dialect" what we could cook for meal
城市之光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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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and cooking s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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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月3日，杭州开始发
展第一批液化石油气用户。当时的
气源需要从上海炼油厂运到杭州，
发展用户靠的则是筹建组职工推着
三轮车上门推销。

From January 3, 1974, Hangzhou began to develop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costumers.
At that time, the gas source need to be transported from Shanghai refinery to Hangzhou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stumers relied on the door-to-door sales by the preparatory
team staff.
It beca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for Hangzhou citizens to use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instead of honeycomb briquettes. Bottled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was important daily ne-

杭州人告别煤饼炉，用上液

cessities and due to limited supply, for some families, bottled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was

化气成为越来越多城市居民的时尚

even important properties. The gas book was a symbol of the era and the course of the

和向往。瓶装液化气是重要生活

industry development.

品，由于限量供应，对于一些家庭
来说，瓶装液化气甚至是家里的重
要财产。而煤气本，这是时代的象

Here are the fun experiences of changing gas bottles. There are two 1: 1 models of gas
bottles that can display light on the background depending on the height and duration
when lifting.

征，也是行业发展的历程。
在这里有旧时换煤气瓶的趣味
体验，两只可以用手提的液化气钢
瓶，提起的时候，背景面上根据举
起的高度和时间显示灯光。

城市之光展厅

液化石油气时代
The era of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1991年8月26日，时任杭州市

On August 26, 1991, Li Zhixiong, the then- vice mayor

副市长李志雄来到杭州曙光小区1幢

of Hangzhou, came to Room 601, Unit 1, Building 1,

1单元601室张慧顺大妈家，亲自打

Shuguang Community, Hangzhou --Zhang Huishun's

上管道煤气。
杭州煤制气厂旧址位于拱墅区
拱康路61号，它的筹建、投产以
及谢幕，是杭燃发展进程中非常重
要的一页。不仅因为在杭燃发展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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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Hangzhou citizens began to use pipeline coal gas.
The former address of Hangzhou goal gas plant
was No. 61 Gongkang Road, Gongshu District. Its
preparation, production and curtain call are very
important pages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angzhou Gas Group.

期，煤制气厂扮演了奠定基础、实

Not only because at the early stage of the development

现管道供气的角色，更因为在其建

of Hangzhou Gas Group, coal gas plant played the role

设过程中培养了一支日后有力推进

of laying foundation and supplying pipeline gas, but

杭燃事业发展的优秀人才队伍，初

also because it had cultivated a contingent of talented

步形成了企业核心价值观和文化精

personnel who will vigorous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神。如今，杭州煤制气厂虽已退出

of Hangzhou Gas Group industry in the future and

历史舞台，但从一件件保留下来的

initially formed enterprise core values and cultural spirit.

厂区旧物中，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

Today, although the coal gas plant in Hangzhou has

杭燃人不畏艰难的开拓精神以及踏
城市之光展厅

home and opened the gas cooker personally, indicating

实严谨、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

管
道
煤
制
气
时
代

The era of pipeline coal gas

开煤气灶，标志着杭州市民开始用

withdrawn from the historical arena, we can still feel
the fearless pioneering spirit, dependable hard-working
style from the old items preserved from the 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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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打印机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随着城市建设的发

In the late 1970s and early 1980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展，天津、南京、杭州等大中城市建设了采用连续

construction, large -sized and medium-sized cities such as Tianjin, Nanjing

式碳化炉工艺的煤制气厂。

and Hangzhou built coal-fired gas plants using a continuous carbonization

1982年3月，杭州煤气厂筹建处挂牌成立。
1989年9月27日，杭州煤制气厂成立。
1991年5月24日，杭州管道煤气公司成立。
1991年5月30日，杭州煤制气厂4#炉20门
直立炉正式点火烘炉，宣告了杭州人工管道煤气项
目已从基建向生产过渡。
1991年5月，在杭州煤气厂开始点火烘炉和

furnace process.
On March 1982, Hangzhou coal gas plant preparation office was
established
On September 27, 1989, Hangzhou coal gas plant was established.
On May 24, 1991, Hangzhou Pipeline Coal Gas Company was established.
On May 30, 1991, 20 vertical retorts of 4 # furnace of Hangzhou coal
gas plant were ignited, declaring that the artificial pipeline gas project in
Hangzhou was transited from infrastructure to production.

烟气置换的三个多月间，许多职工基本吃住都在厂

From May 1991, for more than three months after the furnace ignition and

里，尤其到最后的几天里，甚至连续工作达四天四

flue gas displacement, many workers basically lived and worked in the

夜，终于在8月22日下午14时50分成功生产出人

plant. In particular in the last few days, they even worked continuously for

工煤气。

four days and nights. Finally they succeeded in producing artificial gas at
14:50 on August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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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能源发展时代
The era of mixed energy development

管道天然气时代
The era of pipeline natural gas

2001年1月，杭州市与荷兰皇家壳牌集团公司签订天然气项目合作意向书。
2001年8月6日，杭州管道煤气公司和杭州煤气公司合并组成为杭州市燃气有限公司。
2002 年7月9日，更名为杭州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2004 年7月2日，杭州天然气利用工程首个气源站——北门站建成，标志天然气进入杭城。
至 2005年7月，杭州人工煤气转换天然气工作全面结束。
In January 2001, Hangzhou and Royal Dutch Shell Group signed a letter of intent cooperation of natural

天然气从哪里来？它如何达到千家万户？它是否安全？如果你还没有体

gas projects.

验过杭燃集团推出的绿色能源体验之旅（体验1号线），没关系，一间城市

On August 6, 2001, Hangzhou Pipeline Coal Gas Company and Hangzhou Coal Gas Company merged

绿色能源之旅的展示厅，能让你从“站、线、管、网、户、人”全方位视角

to form Hangzhou Gas Company Limited.

感受城市“气管”。

On July 9, 2002 it changed its name to Hangzhou Gas (Group) Company Limited.
On July 21, 2004, the first gas source station - North gate station of Hangzhou gas utilization project
was completed, indicating that natural gas began to came into Hangzhou.
By July 2005, the conversion from artificial coal gas to natural gas was fully comple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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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能源之旅从下沙高压门站开始，到东部LNG应急气源站，再到居
民小区调压供气系统，最后到杭燃七堡基地。七堡基地是杭燃人运行管理庞
大城市“气管”系统的缩影和集中所在地，在这里有城市天然气管网的“大
脑”——应急调度指挥中心，有7×24小时的抢修团队、365天不间断巡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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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多公里“气管”的巡检
工，有提供“一站式”“定
制化”服务的营业厅服务人
员，有历代杭燃人与美丽城
市邂逅的故事……基地内有

Where does natural gas come from? How does it reach millions

Gas Group. There is a "brain" of the city's natural gas pipeline --

七堡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站，

of households? Is it safe? It does not matter if you have not

emergency dispatch, 7 × 24-hour rush repair teams, 365 days

是绿色能源利用的新模式。

experienced the Green Energy Experience Tour (Experience Line

uninterrupted inspection teams for more than 6000 km " air

它使能源利用率达80%以

1) launched by Hangzhou Gas Group, because the exhibition

tubes ", service hall staff providing "one-stop" and "customized"

上，能将废热的烟气转化成

hall of green energy tour can let you feel the city’s air tubes

service and stories of historic Hangzhou Gas person meeting

生活中必需的空调冷热及热

from all aspects such as “station, line, pipe, network, household,

the beautiful city... Within Qibao base there is a natural gas

水。这个系统1小时可以减

customer” .

distributed energy station, which is a new utilization model of

排26.02公斤的二氧化碳，

Green Energy Tour starts from Xiasha high pressure gate station,

green energy. The energy efficiency is more than 80% and it can

to the eastern LNG emergency gas station, to the community

convert waste heat to the heating and cooling of air conditioning

pressure regulation and supply system and finally to Qibao base

and domestic hot water which is necessary for life. This system

of Hangzhou Gas Group, which is a microcosm of the huge

can reduce 26.02 kg of CO2 emission per hour and 228 tons per

city’s "air tubes" system, operated and managed by Hangzhou

year, which is equivalent to planting 12,000 trees.

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达到228吨，相当于种树
12000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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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越来越被人

Natural ga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们所知，并且应用到生活

familiar to people and it is commonly used

之中。走进杭燃绿色能源

in ordinary life. Walking into the Beauty

一段展现

体验中心的“生活之美”

of Life Exhibition Hall of Hangzhou Green

场馆，这里分布了四台不

Energy Experience Center, there are four

未来美好生活的

同颜色代表着四季的温度

temperature machines with different colour

机，从中我们能体验到一

representing four seasons, from which

美好畅想

年四季最舒适的温度。场

we can experience the most comfortable

馆中更是向我们展示了把

temperatures throughout the year. The

天然气应用到生活各个方

exhibition hall also shows us that natural

面，开启我们对绿色生活

gas has been applied to all aspects of life

的认知。

and it opens our awareness of green living.

DEEP DECRYPTION

A Wonderful Imagination
Of The Future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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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季，我们看到的是一辆以绿

In spring area, we see a natural gas vehicle outlined by green

色勾勒出来的天然气汽车，天然气由

colour. Natural gas is popular among large number of vehicle

于能耗低、污染小而被作为一种清洁

owners as clean energy source due to its low energy consumption

能源受到广大车主的欢迎，随着我国

and low pollution. As the car ownership in China continues to

汽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燃油供给矛

increase, the fuel supply & demand contradiction and the urban

盾和汽车尾气带来的城市环境污染日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aused by automobile exhaust are

益突出，发展清洁能源汽车已成为刻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So the development of clean

不容缓的选择。

energy vehicles has become an urgent choice. Compared natural

春

以天然气作汽车燃料与汽油车相

gas vehicle with gasoline vehicle: With the same cost of 100 yuan,

比：同样花费 100 元，同排量的天然

the same displacement natural gas vehicle can travel 110 km

气汽车比加 93 号燃油车可行驶距离

more than the vehicle using No.93 gasoline (base on the natural

多 110 公 里（ 基 于 2017 年 5 月 的

gas price and gasoline price in May 2017). In addition, natural

天然气价格和汽油价格），天然气汽

gas vehicles emit only water and carbon dioxide, while fossil fuel

车只排放水和二氧化碳，而燃油车排

vehicles emit hundreds of carcinogens such as carbon monoxide

放的是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上百种

and carbon dioxide. Natural gas vehicles have the advantages such

致癌物质。天然气汽车更有污染小，

as safety, economy, less pollution and less environmental impact

安全性强，经济等优点，并且降低了

of exhaust emissions. The oil crisis continues and the application

尾气排放对环境的影响。在石油危机

of natural gas is conducive to solving our energy shortage

的不断加剧，天然气的应用有利于解

problems. At present, the environmental issues are becoming

决我们的能源紧缺问题，环境问题日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Zhejiang

益突出的当下，为贯彻浙江省政府推

Provincial Government’s promo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进生态文明建设，实行绿色杭州，低

,green Hangzhou and low-carbon travel, Sinopec & Hangzhou Gas

碳出行，中石化杭燃公司配合市政府

company has started natural gas vehicle project with the municipal

启动了天然气汽车项目，2012 年起

government. Form 2012, it have gradually constructed 14 natural

已在三墩，下沙经济开发区，天目山

gas refueling stations in the main urban districts such as Sandun,

路，临丁路，江干区杭海路，滨江区，

Xiasha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Tianmunshan Road, Linding

艮山东路，拱墅区拱康路，香积寺路

Road, Hanghai Road in Jianggan District, Binjiang District,

以及石桥路等主城区陆续建成 14 个

Genshan Road, Gongkang Road in Gongshu District, Xiangjisi Road

天然气加气站，保障全市超过 5000

and Shiqiao Road. It can guarantee the gas demand of more than

辆天然气公交车及社会车辆用气需

5000 natural gas buses and social vehicles. Truly from the source

要，真正从源头抓起改善环境。

to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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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夏季展区，可以坐在沙发上好好享受一下空调带来的凉爽。

这台空调可不是普通的空调，他是一台燃气空调，是不是觉得很神奇，
燃气是加热的怎么能用来制冷呢？目前，天然气在空调系统中的应

用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利用天然气燃烧产生热量的吸收式制冷；
二是利用天然气发动机驱动的压缩式制冷机；三是利用天然气燃烧

余热的除湿式制冷。而燃气空调以天然气作为清洁能源，降低了有
害气体的排放量，对环境污染有着非常大的改善。比起传统空调来

说燃气空调在各个方面都不逊色，既环保性价比也高，一定会成为

您安装空调的一个新选择。另外，夏季展区内更有燃气冰箱可供体验。
燃气冰箱是以燃气火焰为热源的吸收式制冷设备，一般由燃烧器、

加热器、气液分离器、冷凝器、蒸发器和吸收器组成。无需消耗电力，
没有易磨损的传动部件，使用寿命长。

When you come to the summer exhibition area, you can sit on the sofa and enjoy the
cooling from the air conditioner. This air conditioner is not an ordinary one, it is a gas-fired

air conditioner. It sounds magical because gas is used for heating, how it can be used for

cooling? At present, there are three main ways of natural gas application in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One is absorption refrigeration using the heat produced by natural gas combustion,

one is the compression refrigeration which is driven by natural gas engine and the other is
dehumidification refrigeration using the waste heat of natural gas combustion. Gas-fired air
conditioner uses natural gas as clean energy source, and it can reduce emission of harmful

gases, making great improvement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mpared to the traditional

air conditioner, gas-fired air conditioner is not inferior in all aspects. It is both environmental
friendly and cost-effective, and can be your new choice when installing air conditioner. In

addition, you can experience gas-fired refrigerators in summer exhibition area. Gas-fired

refrigerator is absorption refrigeration equipment that uses gas flame as heat source. It consists
of burner, heater, gas-liquid separator, condenser, evaporator and absorber. It has no electric
power consumption and no wearing transmission components and it has long service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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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夏季，来到秋季展厅。一张张美食的照片围绕着一个屏幕，屏幕
里播放着G20杭州峰会御厨讲解“峰菜”的故事。

秋
2016年G20杭州峰会召开期间，为了向世界展示真正的“杭州味

道”，元首午宴选择了地道的杭帮菜。由于会场安保及场地各因素，大
厨需要精确把握每道菜品的时间和温度，来保证呈现原汁原味的“杭州味

道”，装盘、传菜、摆放三个步骤均用70秒来完成，这除了大厨一次次的
练习，更是要有性能稳定的燃料作为保障，管道天然气稳定均衡、调控自
如的优点使其成为了G20杭州峰会的首选。

都说民以食为天，“食”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一道好菜

不光需要技术，火候也是至关重要的。屏幕下方展示的天然气灶具，拥有
核心科技蓝色双旋火—“缝隙孔旋流集中燃烧”，该技术能大大提升炊具
的热效率，更准确的掌握火候。而“防护墙”的结构设计，隔离了面板与
内腔，使燃具更清洁。

Through the summer area , we come to the autumn exhibition area. Pictures of delicious food are around
a screen, which is playing the stories told by Chefs of G20 Hangzhou Summit.

During the 2016 G20 Hangzhou Summit, in order to show the world the true " Hangzhou taste", the
luncheon of nation leaders chose the authentic Hangzhou-style dishes. Due to the venue security and

site factors, chefs need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time and temperature of each dish to ensure that the

original flavor of "Hangzhou taste". Each steps of dishing, passing and placing should all use 70 seconds,
which need much times of practice by chefs as well as the stable supply of fuel. So the advantages of

stable, balanced and easily controlled make the pipeline natural gas become the first choice for the G20
Hangzhou Summit.

As the old saying "food is the first necessity of man", food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our lives. Both skills
and degree of heating are needed for good dishes. The natural gas cookers displayed at the bottom of the

screen have the core technology :blue double-twist fire - - " Slit hole swirling concentrated combustion ",
which can improve heating efficiency of cookers and help you accurately grasp the degree of heating. In

addition, the structure design of "protective wall" can isolate panels and lumens to make cookers clea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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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来到冬季展馆，立刻被温暖包围，

都 说 北 方 冬 天 的 干 冷 是“ 物 理 攻

脚下的玻璃地板下安装着地暖，左右两

击”，南方的冬天却是全方位立体的“魔

边还分别展示着墙宝、浴宝以及燃气干

法攻击”。南方的冬天虽然短，但每一

衣机。

天都是那么难熬，洗了的衣服更是干了

“墙宝”即燃气墙暖，它是一种热

水型散热器，它的安装没有局限性，即

使是装修完的老屋也能安装，美观大方，

又湿，湿了又干，洗澡也不再是享受，
而是一场挑战。

站在冬季展馆，想象着屋外漫天飘

制热快捷，既可取暖，也可悬挂和烘干

雪，屋内温暖如春，小朋友光着脚丫在

衣物与毛巾，把温暖送到我们生活的各

地上跟爸爸追逐玩耍，妈妈把洗完的衣

处。燃气热水器即浴宝，它最大优点就

服放进干衣机里，爷爷奶奶悠闲的坐在

是即开即用，相比于电热水器，不需要

沙发上看着电视。

长时间的等待加热以及储水过程，不用

2017 年，杭燃集团还推出家庭采

担心使用中漏水触电，方便又安全，已

暖系统集成上门服务，提供设计、选材、

为千万家庭普遍使用着。杭燃集团的天

施工、通气一条龙定制化服务。保修三

然气三宝更是能智能调制到每一度，为

年，每年回访，使用无忧，为家带来最

我们的家庭创造出完美的“太阳系”。

简单最温暖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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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e in the winter exhibition area, you will be imme-

system" for our family.

diately surrounded by warmth. Under you feet the

It is widely said that cold of northern winter is "phy-

floor heating is installed under the glass and on the

sical attack" and the cold of southern winter is om-

left and right sides displays wall treasure ,bath trea-

ni-directional "magic attack". Although the winter of

sure and gas dryers.

southern is short, every day is so tough because the

"Wall treasure " is wall heating, a kind of hot water

clothes cannot dry easily and shower is no longer a

radiator. There is no limit for its installation, even the

joy but a challenge.

old house having completed the decoration can ins-

Standing in the winter exhibition hall, imagine that

tall it. It is beautiful and can warm the room quickly,

outside the snow is all over the sky but the room

it can be used for heating or hanging and drying clo-

inside is warm as spring. Children are chasing their

thes and towels, bringing warmth to all aspects of

father barefoot , mother are putting the washed clo-

our lives. " Bath treasure" is hot water boiler and its

thes into the dryer, grandma and grandpa are sitting

biggest advantage is open-use and do not need a

on the sofa and watching TV leisurely.

long time to wait for heating and water storage pro-

In 2017, Hangzhou Gas Group also introduced

cess compared to the electric water boiler . You do

home heating system integration on-site service,

not have to worry about the water leakage or electric

providing one-stop customized services of design,

shock. It is convenient, safe and commonly used by

material selection, construction and gas opening.

millions of families. Hangzhou Gas Group's natural

There are three years of guarantee, an annual re-

gas three treasures are able to intelligently be mo-

turn visit and no worry of using. It can bring the sim-

dulated to every degree, creating a perfect "solar

plest and warmest care to your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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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深蓝色的玻璃长廊，犹如时光隧道瞬间带我们穿越到
了未来。
未来能源是什么样子的？天然气、太阳能、风能、地热能、
水能、海洋能、核能、可燃冰、石墨烯，只要伸手按下墙上相
对应的按钮，你想知道的关于未来能源的一切疑问都将在这个
展馆得到答案。
全球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将日趋清洁化，新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将迅速发展，到 2050 年全球清洁能源比重将超过 50%。但
是，太阳能光伏、风力发电等可再生能源都具有不灵活、不稳
定等特性，虽然可以预测但却不能控制。天然气分布式能源恰
恰是一个稳定的能源供应方式，它是实现各种可再生能源相互
耦合的关键。以天然气分布式能源为基础，结合太阳能、风能、
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再配以适当的蓄能装置，将是能够真正
实现多能互补、相互耦合、相互融合的能源供应方式，促进人
类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在这里，你更可以自己亲手制作一张关于未来、关于绿色
的明信片。
A dark blue glass gallery, like a time tunnel, brings us to the future.
What does the future energy look like? Natural gas, solar energy, wind
energy, geothermal energy, hydroenergy, oceanic energy, nuclear energy, flammable ice, grapheme etc., as long as you press the corresponding button on the wall, all the questions about future energy you want
to know will get the answer in the exhibition hall.
Global primary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will be increasingly clean,
new energy and renewable energy will develop rapidly, and the proportion of global clean energy will exceed 50% by 2050. However, renewable energy such as solar photovoltaic and wind power are inflexible and
unstable. They can be predicted but cannot be controlled. Natural gas
distributed energy is precisely a stable mode of energy supply, which
is the key to the coupling of various renewable energy. Based on natural gas distributed energy, combined with renewable energy such as
solar energy, wind energy and geothermal energy, and allocated with
appropriate energy storage devices, it will be an energy supply mode
that can truly realize the multi-energy complement, mutual coupling and
integration to promote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nkind.
Here, you can make a piece of postcard about the future and green by
your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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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之梦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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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热能

海洋能

水能

太阳能

风能

可燃冰（蓝鲸一号钻井平台）

杭州西部 LNG 应急气源站

石墨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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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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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 DECRYPTION

一座城市的
“绿色客厅”
A "Green Living Room"
Of Th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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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 ATTITUDE

多能互补系统展示台

体验中心采取多种能源互相补充，缓

Experience Center takes a variety kinds of energy to complement

解能源供需矛盾，合理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

each other to eas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energy supply and

满足对电、热、冷、气等多种用能需求，因

demand, to rationally protect and use natural resources and to

地制宜、统筹开发、互补利用传统能源和太

meet energy needs such as electricity, heating, cooling and gas. It

阳能、风能等新能源，通过天然气热电冷三
联供、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等方式，利用多种
能源共同满足建筑物日常用电需求，并实现
多能协同供应和能源综合梯级利用，是一座
名副其实的绿色客厅。

coordinates the traditional energy and new energy such as solar
and wind energy and makes use of CCHP（Combined Cooling,
Heating and Power）,distributed renewable energy and energy
intelligent micro grid, to meet the daily electricity needs of the building and achieve multi-energy collaborative supply and synthetically cascaded utilization of energy. It is a real green living room.

郦越宁

VR互动体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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郦越宁 / 杭州南宋官窑研究所所长，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首届“杭州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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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气燃情 以温塑形
陶瓷可能是有史以来年代最
久远的艺术形态之一。早在
笔 墨、 颜 料、 画 布 等 出 现
之 前， 先 人 已 学 会 就 地 取
材 ——
捏泥塑形，堆火烤制，
可谓是取天地之本源，育艺
术之初心。经历朝历代匠人
千百年来的打磨历练，其样
式不断推陈出新、其色彩极
尽斑斓炫丽、其材质屡屡突
破极限，其技艺早已炉火纯
青。
然而，不论该门手艺如何进
化，究其根本都离不开土质、
火候、时间三个要素。其艺
术境界之高低，关键还是在
于作者运用火与土的方式和
和尺度。从最初的柴烧、煤
烧、电烧，发展到今天的气
烧，艺术家们在不断探寻一

种更好的生火介质，目的只
有一个，就是让火变得更加
温和、稳定，更加易于输出
和控制。天然气的普及应用，
无疑为艺术家打开了一种全
新 的 视 角 与 体 验 ——
其纯
洁、少杂质，以及燃烧的充
分性，为瓷器的烧制注入了
一份持久而恒定的安宁感；
而其升温平和，火口可控且
输出稳定的特性，又为工匠
保留了一片从容进退的操作
余地。
更新了生火方式之后，唯一
的关键点就剩下对时间的拿
捏。所以，瓷器艺术家也可
以被后现代地解读为 “
艺术
温度 ”
的管家。正如本文的
主人公郦越宁，其一生都扑
在土与火的 “
游戏 ”
中，不
断突破极限，倾尽全力达至
南宋官窑 “
三次釉 的
”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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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的薄胎二次釉仿南宋官窑碗出炉。对于南宋官窑

但每次失败都会离目标更近一步。一天傍晚，打开

研究所和郦越宁来说，仿南宋厚胎薄釉官窑碗的研

已经冷却的窑炉，那只如玉器般的三次釉没有变形，

制成功，是南宋官窑最精粹制作工艺的真正还原。
“8

也没有破裂。“成功了！”郦越宁一声欢呼，两行

年的努力终成正果，我们填补了国内的空白，解开

热泪突眶而出。

了历史上最美丽的谜团。”

日益精细
郦越宁对南宋官窑梦的“步步紧逼”

3 个月后，在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的二楼

随后，郦越宁又仿制出南宋官窑“八棱穿带扁

转角，一个小小的笔洗，吸引观众驻足。这便是南

壶”、
“中梅瓶”、
“海棠式贯耳瓶”、
“八方八棱壶”、
“葵

宋官窑三次釉的作品。技艺早已失传，只在记载中

瓣洗”等薄胎厚釉官窑瓷品，以及仿南宋冰裂纹和

出现过的南宋官窑三次釉，被郦越宁和他的团队恢

米色釉官窑。在 2009 年年底，郦越宁的仿南宋官

复。这一年，郦越宁被授予中国陶瓷历史名窑恢复

窑作品在上海仿古工艺品博览会获得了中国文物学

与发展贡献奖。他的作品“跳刀纹圆洗”采用三次

会专家的高度评价，认为其作品再现了南宋官窑“薄

上釉四次烧成工艺，也在中国（杭州）工艺美术精

胎厚釉，紫口铁足，釉面开片，温润如玉”的特征。

品博览会上荣获金奖。

如果说薄胎厚釉和重复施釉法是南宋官窑的皇

如今，郦越宁仍旧每天泡在他的工作室里。满

冠，那么，只有克服三次釉才能达到皇冠。著名陶

地陶土碎屑，简陋的案板上放着他前几日做的陶坯。

瓷研究学者、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冯先铭将南宋官窑

他坐到一只矮竹椅上，佝身向拉坯机，把上陶泥，

称为中国陶瓷史上的顶峰，而他所谓的顶峰正是因

凝神运作双手。一只湿润的陶坯与其说在他的双手

为多次釉，这是南宋官窑所以失传的秘诀所在，更

中产生，不如说在他的凝视下产生了。洗净手，他

是南宋官窑的精华所在，灵魂所在。

又拿起一只晾到了时候的陶坯，又是几分钟，这个

凭着对艺术 40 年执着追求，郦越宁终成国内知名的南宋官窑大师。先后被全国总

2013 年夏天，郦越宁开始挑战高难度的三次

过程称之为“修坯”。每日反复，年年月月如此，

釉。三次釉有历史记载而无实物残照，根本没有可

心中攒着的那个“南宋官窑梦”， 郦越宁用尽了全

工会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被浙江省人民政府授予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称号，又被杭

以借鉴参考的老瓷片。郦越宁和自己的研究团队先

力追赶。

州市政府认定为首届“杭州工匠”，他和他的仿南宋官窑艺术被选入杭州市“历史文化

设定目标，再开始过程。一次次试验，一次次失败。

金名片”系列。荣耀背后，其实谈不上大的奥秘，无非是他办公室里长挂着的“日益精细”
四个大字。
南宋官窑瓷器是杭州古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品展”。这次展览，他有幸聆听耿宝昌、李智宴、

其釉质莹润如玉，开片以冰裂纹为主，作为宋代五

王莉英等陶瓷界专家学者的真知灼见，欣赏到五大

大名窑典范把中国瓷器推到了历史的高峰。作为全

名窑传世作品的魅力，也从中看到自己仿制品与真

国唯一的南宋官窑研究所所长，郦越宁一生都背负

品间的差距。会上，一位瓷器大师点拨，“在宋代

着让南宋官窑瓷器重放异彩的重任。但限于当时的

五大名窑中，只有官窑瓷有二次釉的记载，可惜已

环境条件，各方面资源并不丰富，为了节约开支，

经失传 800 多年，如果能恢复，作为瓷人也就对得

但是也为更好地把握窑温、提高瓷器成品率，郦越

起祖宗了”，一席话让郦越宁醍醐灌顶。

宁早早地开始了用天然气烧窑的尝试。而说到天然

要解开二次釉的谜团，关键是找到合适的原料

气烧窑，郦越宁对此也深有体会，这既是由于当时

和配比。没有现成的答案，唯有不断地尝试，郦越

条件所限，但也是把握时代发展的趋势。天然气含

宁对南宋官窑瓷器复古已经到了痴迷状态。从 2001

杂质极少，燃烧时火焰的洁净度很高，不会发生杂

年 7 月开始，郦越宁带着他的团队开始反复研制：

质污损产品的现象，从而提高产品合格率，尤其对

每 天 10 小 时 烧 窑，10 小 时 冷 却，8 年 里 进 行 了

于高档产品更为明显。这就为郦越宁烧制仿南宋官

3000 多次试验。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郦越宁和

窑奠定了较好的品质基础。与此同时，采用天然气

他的攻关团队慢慢地摸出了规律。他们采用多次上

烧制，也能大大降低成本，减少劳动强度，增加了

釉的工艺，即先在温度 800 摄氏度至 900 摄氏度窑

创作者精研技术的空间。

内“素烧”瓷胎，以提高瓷胎强度。然后上釉一次，

2001 年，郦越宁带着自己烧制仿南宋官窑作品，
到北京参加在故宫举办的“宋代五大名窑真品暨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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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烧一次；再上釉，再进行“釉烧”，在温度 1300

郦越宁专门为杭燃集团烧制的

摄氏度的窑内烧制。终于在 2009 年 8 月，一只漂

激情燃烧（上）、气象万千（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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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绿色能源体验中心开馆

杭州天然气公司试点开展“一站式集成服务”
先入户帮你安检 发现问题当场解决
2017-11-29
最多跑一次特别报道
记者 魏奋 通讯员 方翠燕 徐婷婷
本报讯 作为“最多跑一次”服务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昨天，杭州天然气公司宣
布试点开展“一站式集成服务”——先集中入户安检，发现问题，当场落实整改，
让用户少跑或不跑，将服务前移送到用户家门口。
根据试点经验改进完善后，年底前这项服务将全面推出、覆盖全杭州。
“天然气公司一直为居民提供每两年一次的免费入户安检服务。但也有居民提
出：燃气入户安检发现需要整改的问题，还得自己去预约、登记，不能立即解决。比如，
需要对居民家中管线实施拆改的，以往需要居民去营业厅或者登录‘19 服务厅’办
理手续，居民如果一忙忘记了，或者不重视没去整改，就有可能造成问题积压。这样，
虽然用气隐患发现了，但整改却没有跟上。”杭州天然气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国庆说。
为此，杭州天然气公司特地推出了“一站式集成服务”：先集中入户安检，发
现问题，当场落实整改，做到“隐患不过夜”。比如现场提供灶具连接管更换、拆改、

漏气、灶具维修、灶具更换等服务，以及其他燃气业务的办理。
“这是我们对‘最多跑一次’服务改革的进一步响应，让用户少跑、不跑，将
服务前移送到用户家门口。”赵国庆说。
冬季是燃气事故高发期，每年城乡居民家庭因使用燃气热水器洗澡导致煤气中
毒死亡的人数，甚至超过火灾致死人数。杭州天然气公司还将以“一站式集成服务”
为平台，走家串户，推动灶具橡胶连接管更换为金属软管、淘汰存有安全隐患的直
排式热水器两项整治活动。
杭州天然气公司从去年年底开始不再销售和安装易破损、易老化、易脱落的橡
胶软管，劝导用户使用更加安全可靠的金属软管。2016 年杭州发生用户燃爆事故
70 起，其中胶管事故占比达 60%，今年同比明显好转，截至 10 月底累计发生燃爆
事故 50 起，且其中胶管事故占比降到了 46%。
燃气具的“判废”年限是 8-10 年，如果你家的燃气热水器已经服役 10 多年，
就需要赶紧更新了。

冬季用气安全疏忽不得 请注意灶具橡胶管老化问题
2017-11-29
本报讯（通讯员 方翠燕 记者 史洁）昨天，杭州天然气公司启动“2017 年度
冬季用气安全宣传活动”，结合入户安检、抢修等数据分析，提出冬季使用天然气以“居
民一站式服务”为平台，推动灶具橡胶连接管和直排式热水器两项整治活动。
2016 年冬季用气安全月，杭州天然气将“灶具连接管”作为重点整治对象，
并且于 2016 年底开始不再销售和安装橡胶软管，劝导用户使用更加安全可靠的金
属软管。推广近一年，针对新点火用户金属管推广率已从去年底的 78.25%，上升
到 99.35%，存量老用户也通过各种途径劝导及时更换安装金属软管。
冬季是燃气事故高发期，这其中热水器引发的事故又占到很大比例。冬季由于
气温较低，导致门窗紧闭，室内空气流通较差，且用户为追求舒适，热水器使用频
率较往常大大提高，且使用时长较长，给窒息中毒等安全事故以可乘之机。
据调查发现，每年城乡居民家庭因使用燃气热水器洗澡导致煤气中毒死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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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甚至超过火灾致死人数。杭州天然气公司结合冬季安全用气宣传，提醒用户绝
不能使用直排式热水器，燃气具的判废年限是 8—10 年。如果你家的燃气热水器已
经服役超过 10 年，那就需要赶紧更新了。购买时要注意买正规渠道销售、正规厂家
生产的合格产品。
一直以来，杭州天然气为用户提供每两年一次的免费入户安检服务。发现有需
要整改的问题，需要用户自己去预约、登记。而现在结合用户需求，杭州天然气推出“居
民一站式”现场集成服务，以集中安检为基础，现场提供灶具连接管更换、拆改、漏气、
灶具维修、灶具更换等服务，以及其他燃气业务办理。
昨天在采荷小区集中安检是一站式集成服务的试点。今后，杭州天然气有限公
司将不断改进完善、计划年底前全面推出此服务，力争做到两年全覆盖。

杭州网讯 让家更温暖，让家更美味，让家更美好。
在杭州拥江发展的快速期，燃气集团作为城市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
部分，持续打造“安全工程、民生工程、绿色工程、温暖工程”，在
2017 年“为城为民”办实事基础上，12 月 28 日，继续推出 2018 年“为
城为民”十件实事，以期持续提升企业服务力，惠及杭州市民。
推动杭州西湖景区天然气改造工程，“景中村”全面变身“绿色能
源村”。
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建设国际化城市，让绿色能源进入城中村，
进入西湖风景区，消除管道“空白点”。
2018 年，燃气集团继续推进，在 2017 年实现 17 个景中村通上管
道天然气基础上，对管道施工难度大的梅家坞、九溪村、双峰村、上天竺、
黄泥岭、阔石板、杨梅岭村等实施攻坚，让 7 个村 1000 多户居民、茶馆、
民宿用上安全、放心气，实现绿色能源西湖景区全面覆盖。
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绿色能源 10 个“镇村通”。
推进城乡一体化，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2018 年，燃气集团
将努力实现天然气管道进入桐庐分水镇、横村镇，淳安姜家镇、汾口镇、
下姜村，临安青山湖安村，建德三都镇、大同镇、乾潭万龙村、下崖镇
施家村，清洁能源“镇村通”工程，让小镇居民生活更绿色、更方便、
更安全。
打造“杭燃供气”，推动“瓶改管”工程，降低简化工商用户天然
气初装门槛，促进城市服务业安全发展。
杭燃供气，安全、方便、快捷与经济。杭州燃气承诺，对设计流量
每小时 16 立方米以下的工商用户简化计价原则，按照综合单价收取工
程直接费用，降低初装成本；
着力推动“瓶改管”工程，计划为 1000 家用户提供“11317”服务（1
个受理，1 天踏勘现场，3 天出图，1 天造价与合同，7 天施工通气），
用户“最多跑一次”或拨打 89900015 电话预约（2018 年 3 月 1 日
起也可登录 19 服务厅预约时间），客户经理依约上门踏勘，餐厨用气
和采暖工程可同步委托服务。
方便市民“网上办”，实现 19 服务厅扩面增容全覆盖。
在杭州主城区实现 19 网上服务厅办理居民燃气业务基础上，扩面
增容实现两个全覆盖：
3 月 1 日起，主城区、下沙、临安区、建德市、淳安县、桐庐县等
杭燃经营区域的居民们都可以 w 在燃气 19 网上服务厅办理业务；
6 月 1 日起，燃气 19 服务厅可办理居民所有业务、工商团体燃气
业务预约、缴费、信息变更等。用户（市民）网上办理，工作人员会在
2 小时内与你电话确认和指导办理。
打造“杭燃优家”，杭燃优家墙（地）暖用户实施每年一次免费上
门检查指导服务。
2017 年，燃气集团面向全市居民提供家庭地暖（墙暖）系统集成
上门服务，已为 500 多户居民家庭提供“温暖 +”。

2018 年，燃气集团“优家”服务再升级：
对杭州燃气 2017 年安装的墙（地）暖用户，约定时间提供一次换
季前免费上门检查指导服务，外观检查、水箱清洗和操作指导；
履行 12341 承诺服务，拨打“967266”或关注杭州天然气有限公
司微信 19 服务厅咨询或预约，客户经理将在次日上门踏勘设计，签订
合同后按需进场，三天内完成。
打造“杭燃服务”，推出用户安检、隐患提醒、配套整改、跟踪服
务等“4+X 服务”。
2018 年燃气集团将为 100 余万居民用户进行每两年一次的免费入
户安全检查。
初步统计，约有 20% 管道气用户橡胶管超期使用、部分灶具缺少
熄火保护装置、近 100 户居民仍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直排热水器，近
10 万用户仍使用超期热水器，安全风险大。
1 月 8 日起，工作或双休日 15:00-20:00，燃气“和谐号”流动服
务车走进社区，燃气安全服务员上门免费安全检查，告知您户内安全隐
患，燃气流动服务车工作人员可即时安排维修工人上门帮助整改，一周
内电话或短信回访进度，再次提醒推动隐患整改，“4+X”服务让您居
家安全。
推动城市安全发展，地铁建设燃气保护坚持实施“七个一”监护工程。
杭州城市拥江发展的快速期，以地铁、快速路网建设为标志之一。
燃气集团 6400 多公里地下管道安全运行事关城市公共安全。
据了解，2018 年杭州市将开工建设地铁二期、三期 200 多公里、
100 多个站点。
杭州燃气将以燃气管道保护“七个一”标准，对地铁建设站点张贴
一张告示，一套安全宣传图画，提供一份告知书，一份安全保护协议，
与地铁集团共同确定一套安全标识，一张现场管位图，一块紧急联络牌；
每季走进地铁施工工地开展燃气专项培训，每月联合开展一次现场
安全检查，切实减少第三方破坏，以共同维护美丽杭州的城市安全。
推动“互联网 + 燃气”，免入户抄表实现全覆盖。
1 月 1 日起，燃气集团在主城区全面推行微信、支付宝自助抄表，
进入 19 服务厅或支付宝扫二维码，“窗口开放期”手机点点，3 分钟
完成抄表；当即支付宝、微信缴费，个人信用有保障。
杭州燃气设定一个手机可绑定用气 3 个地址，您也可以为亲友、为
父母自助抄表、缴纳燃气费，尽一份孝心。
老年用户、行动不便的孤寡老人也不必担心，我们考虑年老市民的
特别需要，仍保留部分上门抄表服务。微信抄表、支付宝抄表、上门抄
表服务，可“三选一”。
推出“益起来尊老爱幼”活动，为养老院、幼儿园免费季度安检。
老吾老以及他老，幼吾幼以及他幼，尊老爱幼是传统美德。
2018 年 3 月份开始，燃气集团开展“益起来尊老爱幼”活动，为
杭州主城区 61 家福利性养老机构、有需要的用气幼儿园提供“季季送
安检”、燃气具免维修服务费活动。杭燃“温度管家”们也助力“益起
来”活动，非赢利性养老院、幼儿园如需安装燃气供暖系统，一个电话
15005810073，全程上门服务，提供优家 + 优选服务。
打造“杭燃体验”，以“一厅一线一信一册”推出绿色能源之旅升级版。
杭燃体验，随时在您身边。
“一厅”，杭燃集团“杭州市城市绿色客厅”欢迎你随时走走。在这里，
你可以了解杭州城市燃气的发展史；实地体验风能、光伏、分布式能源
的节能环保理念；
“一线”，“气从哪里来？”能源“丝路”之旅 1 号线、2 号线继
续提供预约参观，预约电话 88163788，绿色能源动力大巴在天目山路
燃气大厦等候您。
“一信”，关注杭州燃气（杭州天然气）微信订阅号，与您有关的
燃气生活信息一机掌握。
“一册”，我们赠阅企业自编自创的《温度管家》杂志，提供居家生活、
供暖资讯，宣传杭燃安全服务、人文关怀，也期待您的投稿和参与。
作者：通讯员 潘长勇 记者 陈焕 申屠泽楠 编辑：徐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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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HOT TOPICS
220 多元，翻了好几番，下

煤公司副总经理的李恒敬在

游的气价却不能上调，导致

向笔者讲述这一创举时，神

生产越多、亏得越多。

情仍颇为自豪。

1996 年 大 年 初 二， 时

1/ 欲解气源紧缺之困
能否建厂却久拖未决

称为“杭州煤气厂”。“得知杭

1981 年起筹划兴建，1986 年正式动工建设，1991 年投产，
却在 2005 年停产歇业。
回顾杭州煤制气厂建设和运行的历程，众多珍贵故事依
然难忘。从这家杭州存续时间最短的大型国企身上，我们睹
见了杭州城市建设发展历程的另一面。

重的杭州太不相称了。”

经理吃力地往上铺爬去，块头

国内最早生产人工煤气的上海

杭州煤制气厂远景

杭城北部，拱墅区康桥街道瓜山社区杜子桥附近，拱康
路 61 号那块宽阔的空地，如今是杭州市公共交通集团公司
拱康路停保基地。若细加察看，仍可发现若干当年的遗迹：
尚存的旧办公楼、依稀可辨的部分原厂内道路、场地一侧的
原厂区绿化，甚至还有露出地面的半截水管，它即是原杭州
煤制气厂的厂址。

孙侃

杭州煤制气厂：短暂而不寻常的存续史

而在铺设城市煤气管

任市长王永明来到杭州煤制

道方面，杭煤人也有新创举。

气厂慰问。在谈到减亏增收

杭煤公司陆续制定了《户外

时，王永明市长认为，减亏

立管安装操作规定》等技术

经营承包确是一个好办法，

文件，这些生产规范无疑又

能够达到双赢。1996 年恰是

具有全国首创意义。

“九五”计划的第一年，杭煤

进 入 新 世 纪 后， 与 全

人抓住这一时机，提出三年

面应用清洁能源的全球趋势

减亏经营承包方案，“向上

相同步，杭州的天然气时代

争取政策，定死亏损基数，

渐渐到来。与“有毒燃料”人

一包三年，自主经营，超亏

工煤气相比，天然气的优势

不补，减亏全留；对内工效

显而易见。2003 年 6 月 16 日，

州要有自己的煤制气厂了，我

万里副总理的指示很快

极大的他爬得真不容易。要知

杨树浦煤气厂采用的是直立

在 1984 年杭州煤制气厂

元， 以 解 燃 眉 之 急。” 许 家

订购，并组织专家现场解决

年 9 月起定名）正式投产后，

们的积极性特别高涨。筹建处

被传达，沉寂多时的杭州煤气

道袁经理转业之前是空军部队

炉，正在上马或准备上马人工

挂钩，划小核算单位，引进

杭州市天然气利用工程高压

的初步设计方案上，建设方曾

福说。

黏土砖烧制过程中科学掌控

生产能力和企业规模不断扩

成立后，很快就编制出了采用

厂筹建工作重又启动。省有关

师级干部，此时却一句怨言都

煤气的城市，无一例外地都采

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

管线建设工程开工。2004 年

经 算 过 一 笔 账： 一 般 居 民 家

温度和火候这一难题。在此

大中，包括生化、3 ﹟直立炉、

直立炉生产煤气的《杭州市煤

部门以最快速度再度审核杭州

没有。”姜永芳回忆，当时大

用了直立炉，杭州便也跟了这

不断提高企业素质”，这种

7 月 31 日，在杭州天然气利

庭 直 接 烧 煤， 热 利 用 率 只 有

订购，无疑又省下一笔钱。

机炉、水煤气炉、湿法脱硫

气厂可行性研究报告》初稿，

市自建管道煤气气源厂一事。

家都知道煤气厂建设经费紧

股风。

做法在全国尚属首创。

用工程北门站举行了天然气

15%—18%，而人工煤气化后，

基 建 工 程 是 人、 财、

等工段等一批后续设施陆续

并首先在筹建处内部组织论

当 年 8 月 11 日 -13 日， 市 建

张，住在澡堂里能省几个钱，

进杭通气点火仪式，杭城普

煤的热利用率能提高至 38%；

物高度流动的地方，往往会

建成，还成功实施了 1 ﹟气

证。”曾任杭州煤气厂基建科

设局在新新饭店举行了杭州煤

还挺高兴。

通市民开始用上了天然气。

若按全杭州日供煤气 30 万立

出现原始凭证不全的情况。

柜纠偏等。可生产规模扩大

长的李国夫回忆。

气厂《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会

2005 年 7 月 2 日， 两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工

了，经济效益却不甚明显。

只 7.5 万立方米的气柜正式

程科人员在一期工程清理核

如 1992 年全年共产气为 980

算 时， 查 出 了 13 笔 错 账，

万方，销售只有 475 万方。

追回金额共计 292 万元。

原因主要是管线不够长，用

4/ 奉献着是美丽的
点火是一次性成功的

此时，一个极为棘手的

1986 年 的 康 桥 一 带 尚

问题出现了，那就是建设资金

属典型的城市郊区，完成拆

或许是上级领导重视之

之 困。 该 项 目 投 资 最 初 预 算

迁的煤气厂工程地块仅是一

方米计算，每年至少能节约煤

没想到的是，《杭州煤

审，并特意邀请中国市政工程

故，在《可行性研究报告》得

为 9750 万元人民币，在当年

片荒地。由于有限的资金都

5 万吨，还能提供 7 万吨气焦

气厂可行性研究报告》和《计

公司华北设计院等国内权威设

到专家认可后，待国家计委正

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数字。经

用在了购买建材、支付工程

及 1 万多吨化工产品，节约运

划 任 务 书》 定 稿 本， 于 1982

计研究机构，对此予以修订认

式批复之前，建设部又在 9 月

市计划委员会、市建委和煤气

款等方面，进驻煤气厂工地

输汽油 17 万公升。

年下半年由市政府审核并转报

可。

召开杭州、青岛管道煤气建设

厂筹建处建议，杭州中、东河

的筹建处人员甚至连雨靴都

当然更大的作用是在保

给省政府后，一年半载都没有

值得一提的是，时任杭

情况工作汇报会，且特意让杭

改造时“三家凑一凑，国家拿

没有，只得在泥泞的工地上

证供气上。杭州自 1974 年起

回音。这一段曲折的原委，多

州市市长的周峰，为了让中国

州市重点汇报煤气预计用量和

三分之一，省拿三分之一，市

来回奔走；没有食堂，只得

向市民供应瓶装液化气，当时

年后才被揭秘：省市有关部门

市政工程公司华北设计院尽快

建厂打算。

拿三分之一”的资金筹措方法

赶到三站远的杭州煤气公司

在全国尚属先进，但因气源一

在杭州城市燃气发展方向上存

修订认可《杭州煤气厂可行性

盼望中的批复终于到来。 再度施用。在建设部计财局、

瓜山第二灌装场食堂搭伙解

向紧缺，无法满足市民日益增

在不同意见。省级有关部门虽

研究报告》，亲自致函曾任浙

1984 年 12 月 19 日，国家计委

城建司的支持下，建设部首先

决。时任筹建处工程科科长

长的用气需求。当年负责全市

支持杭州发展自供气源，但在

江省委书记的天津市委书记陈

下发《杭州煤气厂设计任务书

提供了 3000 万元，且按相关

的谢灼烁回忆，那真是一段

供气的杭州煤气公司，很重要

是否单独筹建煤制气厂一事上

伟达，并派员专赴天津办理此

的批复》
（计字〔1984〕2622 号）， 程序，先由建设部转给国家计

头顶青天，脚踩大地，风霜

的一项任务就是在全国找气

出现犹豫。杭州钢铁厂生产过

事。“不像现在是市场经济、

同意杭州建设煤气厂，建设规

委，再由国家计委支付给建设

雨雪，苦乐相随的日子。

程中的焦化气资源可资利用，
石化总厂、南京扬子石化总厂、 扩建杭钢焦化厂，把该厂的焦
河北沧州炼油厂成了杭煤员工 化气作为杭城管道煤气的气

买方市场，那时计划经济占主

模为日生产煤气炉量 30 万立

方。令人兴奋的是，1984 年末，

源，上海高桥石化公司、金山

硅砖、黏土砖和 56 号

导地位，办事很难，都是求着

方米，同时建设相应的中低压

在国家计划会议期间，通过市

工字钢是建造直立炉的重要

对方的。记得周市长信中的言

管网。

计委的努力，又为杭州人工管

材料，杭州煤气厂拟建 4 座

找气源甚至“抢气源”的重点企

源，的确也是一大选项，另外， 辞十分明确而恳切，其迫切心

道煤气项目争取到了国家计委

直立炉，用量较大。筹建处

业，杭煤员工甚至跑到油田去

东海天然气也已准备开采。无

3/ 攻克资金匮乏难题
找气，其艰辛一时难以道尽， 论哪个选项都可以省下建造煤 厂总工程师的姜永芳告诉笔 靠的是群策群力和多方支持

2000 万元建设资金的承诺。

原本想从河南郑州一家黏土

“建设资金还缺一半，但

砖企业购买，但急于成交的

但仍未能彻底解除“缺气”、“断

制气厂的一大笔资金。是否单

我们坚信，国家越来越重视清

对方提出若在本企业订货，

气”之困。

独建厂似乎利弊并存，难怪主

洁能源的推广和使用，这项目

可以另给经办人员 1 万元回

只 要 先 动 起 来， 总 会 有 办 法

扣。“经办人员马上向许家

的。”1985 年 3 月起担任杭州

福主任汇报，许主任十分干

煤气厂筹建处主任的许家福告

脆地说‘不要在这家订’。每

诉笔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个人都在想方设法为单位省

即便项目已经开工，市建委和

钱，都愿意多做贡献，哪里

筹建处的工作重心之一仍是筹

还会替自己打小算盘？一涉

措建设资金。如在 1985 年 5 月，

及经费、报酬什么的，大家

市建委以落实国家节能投资项

都很谨慎，都本能地往外推。”

目为名，从国家计委能源局争

姜永芳回忆，后来筹建处决

取到了 750 万节能投资款。
“1988

定在余杭超山一家黏土砖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

事者举棋不定。

情溢于言表。”时任杭州煤气

在等待建厂批复的同时，

者。
姜永芳还向笔者回忆了
当年申报项目过程中的若干细

后，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

节。与筹建处负责人袁振武一

大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

2/ 乘势而上
水平、提升生活质量成为工作 等待已久的项目终获批复

起专赴北京，正是夜间，大雨

重心，下决心建造气源厂、发

1984 年三四月间，国务

汤鸡。因急于寻找下榻处，在

展人工管道煤气，显然与这一

院副总理万里在杭州视察。当

一名三轮车夫热情有加的招徕

社 会 形 势 有 关。1981 年， 当

他在西湖上泛舟，偶然向身边

下，他们上了车，却不知已身

时的杭州市革命委员会下发〔

的省市有关方面人员问及杭州

在何处。三轮车夫说这么晚了，

1981〕213 号文件，同意成立

目前生产和生活能源利用一

无旅馆可住，直接把他们拉到

杭州煤气厂筹建处，明确该筹

事。当得知杭州的燃料还是以

了一家毫不起眼的澡堂，入内

建处的任务是“编制杭州煤气

煤炭为主、液化气为辅时，不

方知今晚只能睡在澡堂临时改

厂可行性研究报告和计划任务

由得直言不讳地指出：“杭州

就的大通铺上了。“偌大的房

书，逐级报批，待计划任务书

怎么可以没有人工管道煤气？

间里有近 20 张上下层通铺，

批准后，负责实施”。

没有管道煤气的城市怎么称得

因为热，每个人都光着上身只

上旅游城市？这与文化底蕴厚

穿裤衩。我看见年近 60 的袁

杭州煤制气厂最初的名

如注，没带雨伞的两人顿成落

在市房管局（当时兼管征地）、
市建设局和当地乡镇支持下，
筹建处以杜子桥自然村为圆
心，征用了原半山区康桥镇（今
拱墅区康桥街道）的瓜山村、
谢村、康桥村等行政村的农用
土地 456 亩，在此建立主厂区，
同时在康桥镇独城村建造康桥
储配站。一期工程还需铺设中、
低压煤气管网近 50 公里及小
区入户管道。
煤制气厂的制气炉有焦
炉、直立炉等好几种炉型，其
中直立炉是煤干馏制气炉型中
唯一能连续进料、连续制气和
连续排焦的干馏设备。其时，

292 万元啊，这数字在
当年足以把人彻底吓晕！
现任杭州燃气集团总
经理的王东，当年只是一名

钻研技术的职工

日，杭燃集团制气分公司（即

户少，近一半的煤气成品在

6/ 多气源掺混和户外立管
创举令人折服

煤制气厂烧锅炉，好不容易

存续期间的杭州煤制

建好的制气设备有点儿“大

气厂，还在全国同行中创下

马拉小车”之感。

诸多骄人业绩，对后续燃气
事业发展颇有裨益，值得一

从学校毕业才两三年的小伙

杭 州 煤 制 气 厂 把 1993

子：“ 记 得 一 个 下 雪 天， 因

年定为大力发展管道煤气的

为没有埋电缆的设备，只能

重要年份，以量取胜是策略

“多气源混合生产外供”

靠人力，大家都拼足力气拉

之 一。 时 任 杭 州 管 道 煤 气

即为其一。为提高生产效益，

电缆，干得满头大汗。卸煤

公司经理的冯骏回忆当年做

降低成本，杭煤人大胆采用

是很脏的，只要进过煤场，

法：“一是积极发展民用户，

多气源混合生产之法，即在

下过煤仓，整个人从头到脚

力 争 在 1993 年 年 底 达 到 4

自产人工煤气气源中，掺混

都 是 黑 的， 但 大 家 都 抢 着

万民用户；二是加快管网建

水煤气、机炉煤气、液化石

干……”

设，打破原有的管网铺设局

油气、杭钢焦炉气、杭州炼

1991 年 8 月 26 日， 星

限，争取越过庆春路，积极

油厂的干气，形成 6 种不同

期一。这是杭州燃气发展史

向南开拓；三是搞好服务工

气源混合生产外供。自 1994

上值得铭记的日子。这天上

作，特别是解决用户投诉问

年 12 月至 2001 年 10 月，上

午，杭州曙光小区 1 幢 1 单

题。我们曾在武林广场等地

述不同气源相继到位，开始

元 601 室张慧顺大妈家被人

设摊，面对面向用户解惑释

实施掺混外供。

们挤得水泄不通，杭州管道

疑，承诺解决问题，还通过

“可以说，这 6 种气源

煤气点火开通仪式在这个最

西湖之声广播电台的直播，

是煤制气厂当时所能争取到

普通的杭州市民家里举行。

回答用户咨询；四是发展量

的全部气源。它们的掺混外

时任副市长李志雄打开了煤

大、利高的工业用户，有了

供，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

气灶，只见蓝色火苗倏然升

第一家工业用户万里化工厂

这在全国也找不出第二家，

起，美妙地在一只开水壶的

后，我们又发展了第二家工

别人想学也学不到的，靠我

壶底，稳定、均匀、漂亮地

业用户人民玻璃厂。”

们的技术人员反复计算、反

提。

然 而， 至 1996 年， 煤

了，在场的人们欣喜万分。

制气厂的减亏任务仍然很

又要保证标准热值，做到经

年，市里追加了 1500 万元投

重，当时亏损的主要原因之

济、安全、好用，这多么了

资款。同时，按照时任副省长

一是价格机制的不顺。其时，

不起！多气源生产外供这一

上游原煤的价格已经放开，

招，是我们降低成本、产生

从 1992 年的每吨 50 多元逐

效益的主要方法，效果非常

月 上 涨 到 1994 年 底 的 每 吨

明 显。” 时 隔 多 年， 时 任 杭

5/ 积极发展用户
人人参与减亏

以自愿、受益、适度的原则，

自杭州煤制气厂（1989

市建委又筹集资金 1000 多万

原杭州煤制气厂）正式宣告
停产。
在 此， 让 我 们 再 次 清
点杭州煤制气厂（含改制后
的杭州管道煤气公司制气分
公司、杭州燃气集团有限公
司制气分公司）运行 14 年
间所创下的不凡业绩：
共 外 供 煤 气 63315 万
标 方， 其 中 自 产 人 工 煤 气
54220 万标方，最大日外供
煤气达 39.8 万方（设计能力
为 日 供 30 万 方）； 发 展 管
道 煤 气 用 户 达 22 万 户（ 原
设计能力为用户 8.2 万户）；
创 下 了 5010 天 安 全 供 气 的
骄人纪录；铺设了遍及杭城
中心区域的城市输配管网；
培 养 了 一 支 爱 岗 敬 业、 技
术精良的燃气人才队伍；承
担了保护杭州优美环境的重
任；让清洁能源意识深入杭
城市民内心……
（本文照片由杭州燃
气集团有限公司提供）

复尝试。既要有严格的比例，

闪 耀 …… 这 壶 水 很 快 烧 开

柴松岳‘可以搞集资’的批示，

停 止 供 应 人 工 煤 气。7 月 3

建设工地一景

CARING WAMER PAGE 062

CARING WAMER PAGE 063

年夜饭

new
years

王明峰

余 璇

詹 倩

俞柏鸿

杭天高压储配

杭天部室

杭天服务发展公司

央视评论员

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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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夜饭

eve
dinner

杨莅

刘杨杰

徐承玥

崔爽

杭州电视台

工程公司项目部

钱江燃气公司

集团机关

生活频道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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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小厨 GOURMAND

莲藕排骨汤
在湖北，素有“无汤不成席”的说法，举凡

尤其是用被誉为“水中之宝”的洪湖莲藕做

筵宴，压轴戏必然是一罐鲜醇香美的汤。湖

出来的“莲藕排骨汤”，更是极具地域特色，

北人爱喝汤，也很会做汤，莲藕排骨汤、瓦

浓缩了荆楚美食文化的精华。

饺子

罐鸡汤、鱼圆汤均为汤中佳品，待客上选。
材料：排骨 300 克，莲藕 300 克，香葱 2 棵，生姜 1 块，料酒 1 大匙，胡椒粉 1 小匙，
盐 2 小匙

做法

擀好的面皮中放上馅儿，捏成月牙形，就成了一个既简单又讲究的

故为有财饺

饺子，饺子寓意更岁交子，无论一年过的怎样，除夕夜吃饺子是任

有：即存在，凡是看过赵本山的

何山珍海味所无法替代的年终盛宴。

小品人，谁会忘记“有才，太有

窗外雪落无声，屋内灯光暖人，锅里热气腾腾。把所有的思念与祝福，

才了！”这句名言呢？ 谓之有

都包进那薄薄的饺子皮！红红的火苗滚开的水，越煮越觉得有滋味，

财；祝福你有财，更祝福你有才。

1 排骨洗净，砍成 3 厘米长的节。

盛上饺子，也盛出了对来年美好的期望。

鱼肉馅—即余财之意故为余财饺

2 刮尽莲藕表面的粗皮，切成块，洗净。

饺子馅的寓意

余：即剩余，多出来的，祝福您

芹菜馅—即勤财之意故为勤财饺

年年有余，谓之余财。付出的是

3 生姜洗净切成两半。

勤：即勤奋、勤劳；经常，勤密（频繁）源源不断，谓之勤财。是

辛劳，得到的就是财富，余留下

4 锅内放适量水，放入半块生姜、香葱、料酒，烧沸后，下入排骨，氽水后捞出待用。

对源源不断的物质财富的祈福；更是对勤劳、务实的祝福。

来的是健康。

5 炒锅置火上，加水，下入排骨、半块生姜、香葱，用大火烧沸，去尽浮沫后改用小

韭菜馅—即久财之意故为久财饺

牛肉馅—即牛财之意故为牛财饺

火，炖约 20 分钟。

久：即时间长、久远，谓之久财。是祈福长久的物质财富；更是对

牛：即牛气之意，炒股朋友们的

天长地久的祈福，但愿人长久——健康、和睦、快乐、幸福。

最爱，天天逢牛市，牛谓之牛财；

白菜馅—即百财之意故为百财饺

更祝愿朋友身体健康，牛气十足。

百：量词，即百种、百样之意，谓之百财。对百样之财的祈福；或

羊肉馅—即洋财之意故为洋财饺

为对新婚燕尔白头偕老的美好祝愿。

洋：即广大，众多；比海还广阔，祝您发洋财，谓之洋财。

香菇馅—即鼓财之意故为鼓财饺

大枣馅—即招财之意故为招财饺

鼓：即高起，凸出，香菇的形状如同向上的箭头，或为股票大盘的势，

招：即招唤，有如财神，天下间的财富，由你调遣，谓之招财。传

向上、饱鼓之意，谓之鼓财；或为对晚辈表达出希望其出人头地的

统是喜欢在饺子里面包上钱币，吃到的就是运气最好的，可又不是

美好祝愿。

很安全、卫生，所以包上大红枣，祝愿吃到的就会在新的一年里红

6 把莲藕、排骨及汤汁一起倒进砂锅，再炖 30 分钟，拣出生姜、香葱不用，放盐、
胡椒粉即可。

广东老火汤
老火汤又称广府汤，是广东地区传统名菜，属

煮的美食靓汤，是调节人体阴阳平衡的养生汤，

酸菜馅—即算财之意

红火火，招气十足。

于粤菜系，是传承数千年的食补养生秘方，慢

更是辅助治疗恢复身体的药膳汤。不同的时令，

故为算财饺

野菜馅—即野财之意故为野财饺

火煲煮老火靓汤，火候足，时间长，既取药补

她们煲不同的汤，加入不同的食材、药材，小

算： 即 核 计， 清 算。

野：即野外，或为意外。试问，绿色、健康的意外之财，谁不喜欢呢？

之效，又取入口之甘甜，俗语说：“宁可食无

火慢慢煲三四个小时，汤很稠，很浓，喝上一

如果钱多到要算一个

谓之野财。

菜，不可食无汤。她是广府女人用万般温情煲

碗，这就是家的味道。

晚 上， 那 是 多 少 呢？

蔬菜馅—即财到之意故为财到饺

谓之算财；或为对选

财到：即财到了、财神到、既有接财纳富之意。蔬菜馅，即为素馅、

择的祝福，选择大于

菜馅，谓之财到。

努力，愿亲戚朋友都

甜馅—即添财之意故为添财饺

能有个好的选择，选

添财：即增加、增添之意。即为甜食或为汤圆、月饼等；更与天才谐音，

择好。

谓之添财。

材料：老鸭 1 只、淮山 15 克、桂圆肉 10 克、枸杞子 15 克、益智仁 15 克

做法
老鸭剖开去内脏洗净，将全部材料放进煲内加水，大

油菜馅—即有财之意

火煲开，小火煲 4 小时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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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子鸡
辣子鸡是一道经典的川渝地区的特色菜，因

刚刚好。这麻辣鲜香的爆脆鸡丁可以让你吃

缘于重庆歌乐山而得名。辣子鸡的特点是在

得酒不停盏，挥汗如雨，欲罢不能，浑身畅

一堆红通通的辣椒里面夹杂著香脆鲜辣的

快。满满的辣椒更象征着来年红红火火。

鸡丁，外酥里嫩的鸡肉，一口一小块，下酒
材料：整鸡一只或鸡腿一盒，花椒和干辣椒 (1:4)，葱、熟芝麻、 盐、味精、料酒、食用油、姜、
蒜、白糖 , 鸡腿、葱、干辣椒节、花椒、盐、胡椒、味精、白糖、醋、料酒、色拉油各适量。

做法
1 将鸡腿或一整只鸡洗净切成丁放入碗中用盐、料酒码
味，微炸成型。
2 锅置火上，下同烧至七成热时，倒入鸡丁滑熟后，滗
起待用。
3 锅留底油至热，下干辣椒炒至棕红色，下花椒炒香，
倒入鸡腿，烹入料酒，簸匀加入盐、味精、胡椒、白糖、
醋、烹入鲜汤炒至鸡丁回软。汁干时，下葱簸匀起锅即成。

桂花酒酿圆子
生活匆匆碌碌，悲喜交加。人生像一碗酒酿圆

让人陶醉。没有桂花的酒酿圆子，一样好吃。

子，简单、平淡，梦想恰如一抹糖桂花，它的

但却少了那一份惊喜愉悦的芳香。

香甜和美妙让人想往。但你需要用时间、金钱

一碗桂花酒酿圆子，暖心，暖身，在制作美食

和精力去慢慢熬煮它。一抹桂花香，沁人心脾，

的过程中，让自己沉静下来。吃饱了，继续前行。

材料：酒酿、小圆子、白糖、糖桂花

做法
1 锅中放入冷水，加入适量酒酿。大火煮开。水开后，下

年味
饺子
汤圆
年糕
粽子
糖花
糍粑
鱼

入珍珠圆子，煮至圆子全部飘起。加入适量白糖，关火。
2 出锅前，加入适量糖桂花，搅拌均匀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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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爷杂谈 LIWEI TITTLE-TATTLE

三天为一气，五天
为一候，十五天为一节，
三十天一个月，十二个
月为一年。但太阳围绕
地球一圈是 365 天，所
以 6 年加一个闰月，这
是中国的历法，在殷商
时期就已存在，一直延
用至今，大概 4000 余年。
以前的中国人每逢初一
和十五放假一天，所以

物，这样才能显得其乐

春节对每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一种乡愁，
不管去到哪里，
都要回家过年，
即便远赴海外，
不能回乡，
也要在他乡遥祭祖先。
这是中华文明很重要的一部分。

融融，团团圆圆，祖先
看 了 也 高 兴。 所 以 在
千百年的演变中间，各
地老百姓形成了不同的
特色美食来庆祝自己的
新年。下面我们例举几
样和大家共同分享。

饺子

饺子当然是中国第

一美食，从东北到西南，

叫做过节。那么到了一

无处不在。用各种各样

年就过一个大节，放 15

的粉皮包各种各样的馅，

天，这就是春节，从 初

但是形式一样，寓意相

一 过 到 十 五。“ 年” 又

同。但饺子文化主要在

通“ 念”， 所 以 对 逝 去

是吴国的伍子胥发明的，

糍粑

汤圆

他预知吴国可能有朝一
日会灭亡，百姓会流离

糖花

失所，无粮裹腹，所以
他在建设苏州城墙是用
了大量糯米做成墙砖，
他跟老百姓说，哪年闹
饥荒了，可以将墙砖凿
开，蒸煮以后吃。后来
历史果然应验，年糕帮
苏州老百姓度过了最苦
难的日子。至今，苏州
老百姓还祭奠伍子胥。
苏州年糕是品种最多最
好吃的，有桂花年糕、

饺子
粽子

糖年糕、蒸年糕还有荠

年糕

的时间我们要纪念。春

北方，老北京有句俗话说“好吃莫过饺子”，饺子的发明者是东汉时期

菜肉丝炒年糕。而且以

节主要的活动就是祭祀

的张仲景，入冬以后，北方寒冷，很多人因此冻伤，当时著名的中医张

前的年糕是手工做的，

和团聚，既要怀念过去，

仲景就教老百姓用牛羊肉做馅，用面粉擀成皮，做成肾一样的实物，滋

把蒸煮好的糯米放入石

又要展望未来。所以春

补肾阳，活血化瘀。让我们能够在冬季里预防寒冷，这种食物一般都是

臼，用木槌捶打，俗称

节对每个中国人来说都

冬至吃，这是天地之交的时候，所以又称“交子”，自从他发明以后，

“打年糕”。每每打年

是一种乡愁，不管去到

就受到了广大百姓的喜爱，并传遍到各地，各地百姓充分发挥当地的食材，

糕的时候，场面非常热

会坏，一直能吃到清明。然后裹粽子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大人带着小

哪里，都要回家过年，

发明了各种不同馅料的饺子。饺子的好处是它既能当菜又能当饭，包的

烈，左邻右舍都来帮忙，

孩忙碌一整天，增加了不少过节的气氛。粽子又谐音“种子”，是对来年

即便远赴海外，不能回

时候全家一起上手，其乐融融。合家团聚的时候一盆热腾腾的饺子上桌，

节日的气氛烘托的淋漓

开春的希望。因此，在江南春节前裹粽子也是一个传统习俗。

乡，也要在他乡遥祭祖

特别能显出过年的气氛。饺子还是中国最早的快速食品，因为饺子包好

尽致。

先。这是中华文明很重

之后放在户外可以保存一个冬天。因此饺子成为北方过节的主要家庭美

要的一部分。

食。

鱼

糖花
粽子

春节是合家团圆的日子，团圆总让人觉得甜蜜。因此，甜味也是春

春节包粽子是江南

节里的重要味道。在蔗糖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主要的甜味食品是麦芽糖，

汤圆

老百姓很古老的一个习

用发芽的小麦和糯米同煮，熬出一锅美味的饴糖。以前的小摊小贩，春节

北方饺子，南方汤圆。在古代，北方主要种小麦，南方种小麦已是

俗，在春秋战国的时候

的时候，挑着糖担子走街串巷卖糖人。竹邦一响，各家各户的小孩都会围

是说，煮饭的地方是家

两宋后期，南方要吃到面粉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当时的南方吃到小麦

就有包粽子祭奠屈原的

拢来，糖担子上插着的孙悟空、猪八戒、龙凤等都是我们童年的幻想。饴

团聚的地方。灭了他的

是非常奢侈的。因为战乱，大量的北方移民南渡江南，思念故土的美食——

传说，因此端午节吃粽

糖还能做成甜蜜的食品，如：芝麻糖、花生糖、冻米糕、糖葱等，这都是

社稷就是断了他的香火，

饺子，所以就地取材，用南方的稻米磨成粉，模仿饺子的样子，发明了

子好像是每个老百姓心

春节期间走亲访友聚会必不可少的点心。

所以在春节的时候烹饪

汤圆这种美食。汤圆的样子很喜庆，一看到汤圆的样子，大家就会想到

中的记忆，但是包很多

各种各样的美食祭奠祖

团团圆圆，甚至有些地方把大的汤圆叫做团子。因此汤圆成为春节合家

粽子留在过年食用是很

先是春节活动中很重要

团聚的美食是理所当然的。自古江南富裕，爱吃甜食，所以汤圆很多馅

多江南人的习俗。劳动

中国的思想观念中
祭祀为大，以前中国人
把国家称为社稷，也就

糍粑

糍粑是中国各地喜闻乐见的食品，在过去也是只有在春节可以吃到

的组成部分，很多地方

料是甜味的，如：麻芯馅、玫瑰馅等。所以大家理所当然认为汤圆是甜

一年，春节期间每个人

的东西。中国人的春节有赶集、赶庙会的习俗，所有庙会上最值得围观的

提前一个月就要操办起

蜜的，这也是春节的一种味道。所以我们把春节最后一天叫做元宵，就

都想休息，家庭妇女也

食品就是糍粑，在各地有不同的叫法。东北人叫“打糕”、北京人叫“驴

来，正式的祭祀食物主

是为这种美食而定的。但是在民国的时候有个人想做皇帝，他就是袁世

想轻松过个年，所以粽

打滚”、江南人叫“麻糍”、四川人叫“三大炮”，还要带上表演的，云

要是五畜、五禽、五谷，

凯，“元宵”他听到后觉得不吉利，所以不允许老百姓管这种美食叫元宵，

子是春节期间江南的方

南贵州叫“粑粑”，一般叫糍粑。

烹饪手法基本上以蒸、

但是老百姓并不管他的命令，还是将这种美食叫元宵。功名利禄短暂，

便食品。不用起火烧饭，

煮、烤为主，造型完整，

平民百姓长久。

早中晚三餐热两个粽子，

贴上红纸、红花，供在
祖先牌位前，以祀祭拜。
祖先贡品以外我们还要
准备很多家庭聚会的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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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好吃又填肚子。记得

鱼

在春节的餐桌上必不可少的是一盘鱼，意味着年年有余。这是不管

年糕

小时候，外婆总要在春

大江南北都传承的一种习俗，记得小时候一盘美味的红烧鱼是可看不可吃

年糕年糕年年高，年糕是春节必不可少的食品。既是储备过冬的粮

节前包上几百个粽子，

的，吃完年夜饭后还得端回厨房，就是为了迎合“年年有余”这个词。中

食，又是适合各种烹饪方式的美食，而且过节还能讨个口彩。传说年糕

挂在房檐，不开春就不

国人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民族，所以在任何地方都喜欢讨个口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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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的记忆消失以前，请记住我

家庭和梦想
你选哪一个

这根本不是一个“鬼故事”，恰恰相反，它讲的是回家与寻梦，讲的
是离别，也是爱。如果说电影是造梦的机器，那么迪士尼与皮克斯就是这
个时代制造童话的机器。在这个纷繁复杂、压力重重的世界里，岂止是孩
子需要童话。
故事构想源自于墨西哥亡灵节，整个故事也是围绕亡灵节这时间节点
铺开：墨西哥鞋匠家庭出身的小男孩自幼热爱音乐，但家族却认为自身被
音乐诅咒，因此禁止演奏音乐，他为了追求自己的梦想，开始反抗家庭的
禁锢，在亡灵节开启了一段奇幻旅程。电影为了更细致地呈现墨西哥音乐
到当地风俗，做了很充分的前期准备，对墨西哥和其节日做了大量的研究。
六年的制作让影片美妙地融合了很多墨西哥元素，又讲好了一个动人的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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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梦环游记》

COCO

key world

这句话大概是最让人熟悉的，因为出现在了海报上。而主题曲

时，作为观众的我们再也抑制不住眼眶里的泪水。女儿 Coco 是现

《Remember me》是贯穿整个电影的感情线，起初，大家会误

实世界唯一记住爸爸的人，当 Coco 的记忆渐渐消失时，爸爸也将

以为这首歌是写给全世界的，最后才发现其实是写给女儿 Coco 的。

彻底死去。

当爸爸埃克托离家之前对着女儿 Coco 一字一句温情演唱这首歌

真正的死亡是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记得你

key world

我不要循规蹈矩，我要跟随自己的心

key world

这句话最初出现在埃克向同伴借吉他的桥段。在埃克托破例再一次

这部电影的主线是讲述小主人公米格尔追梦的历程，因为

弹奏吉他，在《Everyone Knows Juanita》缓缓的曲调里，亡灵灰

他不懈的努力和坚持，最终获得了家人的理解和祝福，完美诠

飞烟灭，永远的消失了，因为他已被人彻底遗忘。这段充满了悲伤的情

释了“梦想是一种精神力量”。当曾曾祖母无条件送上祝福的

绪。墨西哥的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克塔维奥·帕斯曾说：

花瓣时，有没有感动到你？这就是家人！

“死亡其实是生命的回照。如果死得毫无意义，那么，其生必定也是如

皮克斯的故事中“孩子”总是象征着天真善良、执着、坚

此。”“死亡才显示出生命的最高意义；是生的反面，也是生的补充。”

持自我的力量，代表着对成年社会的反抗，唤醒成人心中柔软

这也许是《寻梦环游记》所体现的价值观与哲学观念。

的旧梦。

小 男 孩 返 回 现 实 的 世 界， 弹 奏 了《Remember me》, 唤 起 了

通往梦想的道路总是困难重重，然而小男孩的执着和坚持

Coco 对爸爸的记忆，她拿出了珍藏已久的照片一角，还原了爸爸的照

让我们动容。家庭与梦想之间的矛盾，电影似乎告诉了答案，

片，一家人最终得以团聚。整个情节缓慢却十分打动人。什么时候才是

因为故事中反复出现的台词，“Family comes first（家庭第

一个人真正死亡的时候？是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记得你的时候。

一）.”

影片名：寻梦环游记

导演 : 达拉·K·安德森、约翰·拉塞特

类型 : 喜剧 / 动画 /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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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们》
贫瘠的精神土壤无法开出希望之花，当你在孤独失望乏味无聊时，需要一本

文字堆砌的城堡

好书，开启一个新的世界，借由文字的力量找到自己的精神同类，追寻人性
最本真的善良与真情。
女孩们，她们的脆弱、勇气，和对归属感的渴望，

时间用来准备自己，让自己看起来甜美可人，等待

是这部小说的灵魂。艾玛·克莱因用如珍珠般闪亮

有人发现自己，好像只有这样，她们才被这个世界

的语言描写了女孩们在青春期特有的迷茫与不安。

接纳，焦躁不安的灵魂才有了容身之处。

她们急需得到爱来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把所有的

《拖延心理学》
从学生到科学家，从秘书到总裁，从家庭主

《未来简史》

妇到销售员，拖延的问题几乎会影响到每一
个人。本书对拖延作了一次仔细、详尽、有
时也颇为幽默的探索，为我们提供了达成目
标、管理时间、谋求支持和处理压力等一系

《百年孤寂》

列方案来克服拖延问题，教你如何干掉拖延

我们都不能洞悉未来。甚至，我们都不很清楚所

不是一个被预测的未来，而是重新回望历史，和

症！

有的事实。通过赫拉利的这本书，我们得到的并

逼问未来的能力和尝试。

《双城故事》

《异乡记》

读《 百 年 孤 独》 好 像 读
《圣经》，他的书写感觉
不像是在讲述一个故事，
而是写下历史。马尔克斯

书中说纽约是双面之城，一方面有梦想

这本书是 28 个人写下的纽约，不如说

的无限可能，另一方面也有贫富分化和

是大都市里各人的小命运。

社会不公引起的众多社会问题。与其说

一代一代的忠实记录每一

这本书是张爱玲的遗稿，写的是一九四六年

的舒适区，为了胡兰成。这本短短的札记，

个布恩迪亚的生命轨迹，

张从上海到温州去看胡兰成途中的札记。这

是残稿，只三万多字，还没写到见到胡兰成

从创世，到灭世。读完全

一路，从上海到内陆，张爱玲一路走出自己

的那一刻就戛然而止。

书，令人升起一种崇高的
感觉，这是很多现代小说
所做不到的。

《大江大海 1949》

《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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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腻又磅礴的文笔，为你呈现最

了解上海每个年代的斑斓记忆，

传神地道的上海，以浓重的海派

相信它能带给你最深的震撼，正

地域风格，写出上海三十年的人

如书评中所说的：看罢最后一页，

间烟火与世事变迁。如果说你想

像是过完了一生。

记得 2016 年年初，龙应台在北京演讲

《大江大海》就是龙应台先生用自己的

的时候就谈到她本人非常鼓励在座的人

母亲、父亲开始，走访祖国各地，讲述

用口述历史的方式记录家族事件，这种

他们记忆中 1949 前后的人和事。开篇

方式织起来的历史网才够密实、够扎实。

讲她母亲的家乡，读完流泪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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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知识

COOL FACTS YOU PROBABLY DON'T KNOW
亿
3 粒，创造了产卵的最高纪录

考拉的指纹跟人类的指纹几乎一模一样

大多数都是顺时针方向旋
转上升的。

海豚是唯一一种脑利用率比人类高的动物。

剑龙与霸王龙之间相隔的
年代，比霸王龙与我们之
间相隔的年代要长得多。

有一种运动会叫做裸
体奥运会，第一届是
在巴西举办的，参赛
选手必须一丝不挂，
包括志愿者和记者。
按照他们的说法，这
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致
敬古希腊的前辈们。
世界上的第一台汽车诞

根据即食面发明人日清食品的安藤百福所

“烂醉如泥”中的
“泥”并非指泥土，
而是指一种长在南海中
的虫类。这种虫没有
骨头，一上岸就会“失
水而醉”。

说，让泡面的人等三分钟，会令人更肚饿，
吃面时会感到泡面更美味，所以厂商把泡面
时间定在三分钟。

在古代参加科举考试之前，一般都要
在 自 家 门 前 竖 起 一 根 旗 杆， 称 之 为
“楣”。考中了，旗杆照竖不误，考

在金星上，一天

俄罗斯的领土面积与冥王星的表

不中就把旗杆撤去，叫做“倒楣”。

的时间比一年

面积差不多大。

后来，这个词流传中逐渐讹传为“倒

的时间还长。

霉”，直到现在。

这个成语在我国古代最早是
”

形容女孩子娇小可爱，我们喜欢用 “
小鸟依人 ”
这
个成语，说这个女孩子像小鸟一样依傍着人。然而

事实上， “
小鸟依人
用来形容男性的。

不是所有的向日葵都跟着太阳转。

生活在海洋里的翻车鱼，一次可产

卵

中世纪城堡的螺旋楼梯绝

是我们俗称的“红绿灯”
却在 1868 年就问世了，
足足比汽车早了 18 年。

夏威夷火腿菠萝比萨是加拿大的一个希腊人发明的。

来词，来源于日语。
本意是派出的分支

爱尔兰结婚不许离婚，但
是可以选择年限 1 到 100
年，过期不续期就相当于
自动离了，1 年的登记费折
合人名币 2 万多，100 年
的只要 6 元钱。

机 构 的 意 思， 在 日
语中并不是特指警
察 的 派 出 机 构， 任
何机构都可以有“派
出 所”。 在 我 国 这
个 词 演 变 的 今 天，
变成了专指公安机
关的派出机构。

科学家发现龙虾的

大熊猫大部分都是狮子座和

细胞可以无限分裂

处女座，因为他们有比较固

下 去。 所 以 龙 虾 不

定的发情期，所以它们的宝

会因为衰老而死亡，

宝出生的时间也比较固定在

但是它们会成为人

一个时期。

类以及其他捕食动
物的美餐。

吉尼斯世界纪录最

鉴定最开始就是

浣熊之所以被叫做

大的狗保持者乔治

在梦里是无法创造出来

米其林轮胎公司

“浣熊”是由于它

重 111 公 斤， 身 高

一个陌生人的，所有在

创办的。起因是

的 一 个 特 殊 习 惯：

一米英寸，它是世

梦中出现的人绝对是在

这家轮胎公司印

喜欢把食物放在水

界正式注册的最大

现实生活中你看到的，

了一个手册告诉

里 洗 一 洗。“ 浣”

的狗，后腿站立可

哪怕是只看过一眼的路

大家开车路上可

的意思就是“洗”。

达 2.2 米。 可 它 害

人，或者电视中的人物，

怕吉娃娃。

更或者书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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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交通的信号灯，就

派出所属于一个外

米其林星级餐厅

以吃啥。

生 于 1886 年， 可 用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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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 COLLECTIONS

白羊们很喜欢热闹的场合，年夜饭肯定

超级美食家金牛们，不仅要吃饱，更要

也要吃得红红火火啦！他们在跟家人吃

吃好，他们对美食的挑剔和品位，让家

完年夜饭后，立马动身参加舞会，有人

人也一起大饱口福。

气才是王道。
3.21—4.19

4.20—5.20

双子们会选择他们喜欢的方式来度过大

巨蟹们会完全沉浸在家人聚在一起的喜

年夜。他们会选择到海边，独自看着升

悦。这个时候他们会拒绝所有的邀请，

起的太阳，此时的他们，心灵纯净到极

呆在家里陪着家人一起看春晚。

致，精神世界不再杂乱无章。
5.21—6.21

6.22—7.22

吃完年夜饭，狮子们会到夜店狂欢，他

处女们非常追求完美，注重健康，就算

们挥洒自己的魅力，享受聚光灯带来的

是大年夜，他们也不会放纵自己。他们

唯我独尊的感觉。相信狮子们是不会孤

会在年夜饭后到外面散步一会，然后回

独的。

家，泡个脚，上床睡觉。

7.23—8.22

8.23—9.22

大年夜，已经结婚的天蝎们会在家和另

天秤们非常重视朋友，年夜饭后他们肯

一伴享受鱼水之欢。单身的天蝎们，会

定会和一群朋友一起狂欢度过大年夜。

在夜店这些场合寻找机会和异性相处，

至于节目，他们没有特别的挑剔。

9.23-10.23

一夜情的几率非常的高哦！
10.24-11.22

摩羯们不是特别爱凑热闹。年夜饭吃过

自由奔放的射手们是耐不住寂寞的。朋

后，如果有约会，他们自当赴约。如果

友多的射手们往往一个晚上要赶好几个

没有节目，他们会在家里听听音乐。

场，第二天他们依然精神十足。

12.22—1.19

11.23—12.21

鱼儿们更加愿意和相爱的人呆在一起，

瓶子们性格外向，总是把重心放在家以

享受对方给他的关爱。如果对方因为出

外的地方。他们有很多朋友，年夜饭结

去玩而忽略他的话，一年也就在他的郁

束后，他们就马不停蹄地开始赶局了。

郁寡欢中度过了。
2.19—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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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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