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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谢兴财 文/摄

前天是工作日，柯桥安昌
古镇却很热闹。上午 10 点
半，记者走进古镇，只见沿街
店铺外挂满了酱货，清风第一
廊上游人争相拍照留念，沿河
饭桌、茶桌、咖啡桌生意都不
错，还时不时有载着游人的乌
篷船从河上划过。上午划了4
趟的船老大沈师傅是安昌本
地人，他说：“真好！这样热闹

的安昌古镇真是久违了！”

酱货铺里打包忙
安昌正在举办一年一度

的腊月风情节，一排排挂满的
酱货成了安昌古镇一道独特
的风景。酱鸭、酱鹅、酱鹌鹑、
腊肠、鱼干……各种酱货让人
看得直流口水。

华瑜品味馆里，店员成阿

姨正熟练地打包酱鸭。“销量
最好的是100元一只的大酱
鸭，每天至少卖400只，多的
时候可以卖到600只以上，都
来不及打包啊。”成阿姨指了
指前面几条螺蛳青鱼干说，

“这样的螺蛳青，我们今年腌
制了1000多条，腊月才开始
卖，到现在只剩个位数了。”记
者看到，华瑜品味馆外还贴了
一张招工启事，说因为年底生
意好，急招两名营业员。

旁边的爱糯香肠作坊里，
老板娘周女士忙着把腊肠包
装成礼盒，其间手机里微信
消息不停。“游客来买的不
少，但更多的是回头客，开小
饭馆的、企业发年货的都有，
手机上说一声，我们当天就
发货了。”周女士是安昌本地
人，在古镇开了15年的酱货
铺，每年就指望着这段时间挣
钱。她告诉记者，去年因为疫
情，同比销量是下滑的，所以

今年没备太多货。没想到防
疫政策一调整，突然来了这么
多订单，很多产品已经卖断货
了，只能够回绝客户，让她有
些不好意思。

游客带来烟火气
春节将至，古镇布置了许

多兔年的景观小品，孩子们正
在排队打卡。刚给孩子拍完
照的沈先生说，他是萧山人，
孩子放寒假了，就带他来安昌
古镇玩一玩，感受一下“老底
子”的年味。

陈女士正在清风第一廊
上拍照。她和朋友是来绍务
工的安徽人，马上就要回老家
过年了，听说安昌古镇最近活
动很多，就相约过来走一走。
陈女士手上还提了两袋安昌
腊肠，打算带回老家分一分。

到了饭点，沿河的乌篷船
菜馆里生意红火，里厢5张桌子
与河边5张桌子都满座了，后厨

锅气蒸腾，饭桌上菜香四溢。
中午 12点，船老大沈师

傅与一对游客告别，随后坐在
乌篷船上吃起了便当。“有人
就有烟火气，我们才有盼头。”
沈师傅在古镇划了6年船。在
他看来，景区的客流量基本回
到了疫情前水平，但花钱坐乌
篷船的人还不是很多，估计要
再等一段时间才能恢复。

上周末，安昌古镇游客量
达到2.8万人次。接下来，安昌
腊月风情节将举行汉服巡游、
水上社戏、祝福大典等活动，夜
间还有光影艺术秀，是大家游
玩打卡的好去处。

酱货排排挂，销量最好是大酱鸭
这样热闹的安昌古镇，船老大说：久违了！

记者 李颖

本报讯 在办理执行案件
中，法官经常需要外出办案，找
被执行人、找财产线索、到相关
部门和单位办理协查等，当事
人有些时候就会联系不上执行
法官。为充分保障当事人对执
行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
督权，全面纠治“执行法官难
找”“信息告知不全”等问题，昨
天，越城区人民法院公布了《关
于构建“执行畅联直通车”工作
机制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希望以此增进当事人
与执行法官之间的有效沟通。

《意见》中要求，执行联络
信息“全时段”告知，包括多渠
道提供执行信息获取和意见
反馈途径，进一步规范案件节
点全流程告知，方便当事人及
时了解案件进度、及时反馈意
见建议、及时收到问题回复，
推动构建全透明、一站式执行
服务体系，确保当事人“少跑

路”“不跑路”，促进执行工作
公开规范、集约高效运转。

“立案过程中，工作人员应
当向申请执行人或其委托代理
人送达《执行全流程意见建议
反馈路径告知书》，充分告知

‘司法公正在线’应用、12368
服务热线、本院信访接访电话、
本院投诉举报电话、24小时执
行备勤电话等‘五条’意见反馈
路径。执行过程中，必须要向
当事人推送不少于4次办案关
键节点信息，即案件立案节点
信息、财产查控节点信息、采取
强制措施节点信息、案件结案
节点信息，未推送的不允许进
行结案。”越城区人民法院执行
局副局长王晓波告诉记者。

《意见》规定，执行案件立
案后，执行集约中心须在5日内
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分别向
当事人提供执行法官座机、执
行法官工作手机和执行团队长
座机3种联系方式，能最大化、
饱和式地联络到法官。

陈某是一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案件的申请执行人，近段时
间其一直在寻找被执行人的下
落，原本他还在担心找到被执
行人后没办法及时联系法院拘
传被执行人，昨天他从执行法
官那里得知“执行畅联直通车”
机制，获得了法院24小时执行
备勤电话，也知道了承办法官
和执行团队长的联系方式，这
下他放心了。

为了确保当事人联系法
官路径“全流程”畅通，越城区
人民法院还要求实现当事人

“有电必接”“有信必回”“有询
必应”，每位执行干警都会签
署履约承诺。

“对于少部分当事人无正
当事由恶意来电骚扰或已多
次回复但仍故意纠缠不休来
电滋扰，执行法官为避免影响
正常工作而拒接来电的，我们
将在甄别后对符合条件的纳
入‘来电黑名单’，维护执行法
官正常履职秩序。”王晓波说。

越城区人民法院构建“执行畅联直通车”机制，执行案件
立案后必须提供3种联系方式

当事人联系执行法官不再是难事

记者 陈乙炳

从“阳过”进入“阳康”
后，不少人仍有乏力、持续咳
嗽、胸闷气短、精神状态差等
症状。对此，我市多家医院
推出“阳康”体检套餐。“阳
康”后进行体检筛查是否有
必要？记者进行了采访。

有企业团购“阳康”体检
1月5日，绍兴第二医院

在其微信公众号推出两种
“阳康”安心体检套餐，价格
分别为974元和671元。以
671元套餐为例，包含血常
规、尿常规、心肌酶、心电图、
肺部CT、肝肾功能检查等检
测项目。

去体检的都有哪些人
群？“以老年人为主，多的一
天有近20人。”该医院体检
中心主任王菊萍说，很多都
是子女给老人预约体检的，
有的老人“阳康”后存在胸
闷、咳嗽等情况，子女担心
有后遗症。“有的家庭一下
子来了四五个人，有家企业
给23名‘阳康’员工预约了
体检。”王菊萍说，体检中也
确实发现了一些情况，比如
一些人查出了“白肺”，一些
人存在肝功能损伤问题，

“有问题的，我们会及时通
知，并为他们对接好医生。”

去年12月31日，绍兴
市人民医院推出价格为
1100元的“阳康”安心体检
套餐。“来体检的还是蛮多
的，平均每天有10来人。”
该医院健康管理体检中心
负责人孟伟琴告诉记者，体
检项目主要针对感染后脏
器的影响，包括心脏、肝脏、
肾脏、肺部和呼吸道这几
项。“针对有些出现心悸现
象的‘阳康’患者，建议做心

肌酶、心电图检查来看看有
没有心肌的损伤。”她说。

记者了解到，绍兴文理
学院附属医院也推出了两
种体检套餐，价格分别为
600元和 1200元。此外，
市中医院等医院也推出了

“阳康”体检套餐。

“阳康”体检有必要吗？
我市新冠感染高峰已

过，但有关感染后是否会引
发肺炎、心肌炎等仍受关
注。记者梳理多家医院推
出的“阳康”体检套餐发现，
这些套餐均有肺部CT以
及心功能检查项目。

“我已经‘阳康’一个多
星期了，还是要咳嗽，主要
想知道肺部有没有炎症。”
市民赵先生说，本来他是去
看门诊的，“排队的人有点
多，我就预约了体检，这里
检查项目还多一些。”

王菊萍告诉记者，在
体检中发现，不少已经“阳
康”的患者依然有症状，如
呼吸系统最常见的咳嗽；
中枢神经系统中的头痛、
记忆力下降等；消化系统
出现的腹泻、食欲减退、味
觉异常；还有皮疹、脱发
等。“我的建议是，一些特
殊群体或症状长期不消除
的人群，还是应该有选择
性地去就诊或做‘阳康’体
检查看具体情况。”她说。

很多老人感染后不发
烧，但就诊时肺部病变已经
很严重。“‘转阴’后出现长期
咳嗽或有低热的老人，要引
起重视，这时进行体检套餐
中包含的肺部CT检查很有
必要。”孟伟琴说，一些有基
础疾病的人感染后出现乏
力、胸闷、心悸等症状，建议
到医院进一步检查。

几百上千元的“阳康”体检
有必要做吗？首席记者 周能兵

本报讯 随着疫情防控
措施优化调整，绍兴旅游景区
人气渐旺。这几天，冬日暖阳
下，各景点人气正有序复苏。

昨天上午，鲁迅故里景区
游客熙熙攘攘，人们游百草
园，参观三味书屋，感受鲁迅
故居越来越浓的过大年风
味。鲁迅故里东入口，正搭建

“祝福绍兴，古越过大年”牌
坊。在三味书屋后院，几名游
客站在200多年树龄的老蜡
梅树下观看。在沈园景区，满
园梅花绽放，许多游客忙着与

梅花、古亭合影。
上周末两天，鲁迅故里

和沈园景区的游客分别有
1.4 万人和 5000 人，而去年
同期分别只有 600 人和 300
人。昨天，鲁迅故里和沈园
游客分别达到了 4200 人和
1400人，人气不断上升。上
周末开始，鲁迅故里各类名
小吃的营业额也不断攀升，
最高已达去年同期的20倍。

东湖、兰亭等景区人气也
逐渐回升。上个周末，这两大
景区每天游客都超过了1000
人。“来景区的游客大多是家
庭游，也有不少大学生，景区

内外地客人渐渐多了。”东湖
景区主任宋亚娜说。

徐渭艺术馆、绍兴博物馆
的参观者也开始多起来。徐渭
艺术馆上周末两天有1300多
人前来观看“典籍里的绍兴”越
中文脉典籍特展，在绍兴博物
馆看“守望——两宋考古成果
展”的游客也是络绎不绝。

绍兴市旅行社行业协会会
长赵为说，目前，旅行社还没有
大的起色，不过现在已有人咨
询出游情况，人们正在考虑是
否出门旅行。

目前，旅游市场复苏信号已
现，春节旅游市场会“暖”起来。

景区人气渐旺 旅游现复苏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