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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夜话

淳安正能量

程就点评

老骥不言退，夕阳来补钙，“红马甲”是他

们亲昵的称谓。用义举累积正能量，把余热

塑成景观带。万花丛中，自有劲松苍翠在点

缀——

“寻找身边的感动”系列报道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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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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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胤昉
···

周建平
···

“房在林中、园在山中”这样的景

致总是让人神往。日前，位于龙川湾

景区90公社的“千岛湖国际禅修中

心”主体建设工程完工，一座山、水、

林、田、城为一体的生态型“禅村”初步

展现在世人眼前。

由旅游集团建设的千岛湖国际禅

修中心，是我县首个“坡地村镇”建设

用地试点项目，占地面积共74亩，总

建筑面积12596平方米，总投资额1.2

亿元。整个建筑包括大禅堂、住宿楼、

综合楼、观湖餐厅和艺术部落陶吧等。

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千岛湖国

际禅修中心总体布局体现了园林特

色，整体建筑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强

化自然采光和通风，屋面组合丰富变

化和高低错落，非常合理的运用了生

态、原始的建筑材料。在建筑造型上，

大禅堂采用歇屋顶、灰黑筒瓦屋面，加

上柱式、牛腿、正吻的细部点缀，能让

人可以领略到南宋建筑的风格，有的

则采用了江南民居坡顶悬山式风格。

在现场，可以看出“禅村”的大禅

堂处于整个国际禅修中心的制高点，

建筑为两层，四周回廊环绕。占地面

积为940平方米的艺术部落陶吧建成

后，里面将设有艺术沙龙展厅、电影

厅、灵性电影集体创作工作室、杂志编

辑部、陶吧手工坊、16套国际禅艺文

化交流坊问艺术家流动工作室等。

临湖处的观湖餐厅依东西分为禅

修学员餐厅和游客餐厅，两者互不干

扰，但可以共用一个厨房和阳光咖啡

书吧。其中禅修学员餐厅可以同时满

足400人就餐，游客餐厅可以同时满

足100人就餐。禅修住宿楼可以同时

满足300人住宿，有客房74间和会议

室，是整个禅修中心体量最大的建筑。

据悉，千岛湖国际禅修中心目前

已进入室内装修和园林景观建设阶

段，预计12月底前交付使用。建成后

处于大自然环境的“禅村”，不仅功能

完备、设施齐全、环境优美，让人净化

心灵。同时，也将很好的提升千岛湖

和龙川湾景区品质，丰富千岛湖的旅

游资源内涵。

千岛湖国际禅修中心主体建筑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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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汾口镇80余名党员干部前往龙耳山国家级

登山步道，开展“登龙耳步道 创康美环境 锻康美团

队”活动。

汾口党员和干部
带头洁美登山路

通讯员
···

唐巧进
···

2月26日，县图书馆开展了“中国剪纸”专题讲

座。讲座以中国剪纸的概念、起源、发展以及常见剪

纸的技艺为内容，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操作。公

益、免费、开放的形式受到了读者一致欢迎。

县图书馆办讲座
中国剪纸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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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大墅城管中队联合兄弟中队，开展了为期

两天的集镇环境大整治活动。期间发放《告个体经

营户书》，落实卫生保洁措施，明确卫生保洁范围，并

协助商户清理垃圾死角，共整治商户18户，清运垃

圾及废弃物品20余车。

环境乱象常出现
大墅城管清门面

这几天，富溪林场龙门里珍贵彩色

树种苗圃园里十分热闹，20多名工人正

在为运苗车装运苗木。这也标志着

2017年该场珍贵彩色树种苗圃调苗工

作正式开始。

根据今年省调控苗计划，富溪林场

珍贵彩色树种苗圃将提供18万株珍贵

树种容器苗木，调运单位涵盖了全省各

个县市。该林场加强衔接，科学调度，

合理安排，确保在4月底前全面完成省

调控苗调运任务。

记者 李维维 通讯员 姜俊马 张旭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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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县道路运输管理处

公交出租车科聚集了众多申报

出租车服务资格证的人员。经

过冬季的冷寂后，许多有意从事

出租车服务的人士纷纷电话咨

询申报要求，或是直接赶到出租

车科询问，掀起了一股热潮。

“我要报名申请出租车服务

资格证，拿了驾驶证都12年了，

在家没有合适的事做，就业开出

租车还是不错的选择。”家住王

阜乡管家村的管先生近日在运

管处出租车管理科说。千岛湖

镇一家山水小区的李女士打电

话咨询申报出租车服务资格证

要求，运政人员都细心地给予回

复申报的材料及要求。

据悉，目前，我县出租车公

司有3家，118辆出租车，需要

近300名从业人员。随着报名

人数的火爆，今年第一期出租

车驾驶员培训也将在春季开

班，具体由培训机构电话通知。

据介绍，申报出租车服务

资格证需要的材料包括身份证

及驾驶证复印件各一份，还需

前往所在辖区派出所开具《有

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前往交

警大队车管所窗口开具《机动

车驾驶人安全驾驶信用情况》

证明，另加一寸免冠照片两张。

出租车服务资格证报名火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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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千岛湖镇施家塘社区，活跃着一支志愿服务

队。一群老头老太，头发花白，平均年龄约摸70岁，

他们时常身穿红马甲维持交通秩序、给孤寡老人送

温暖、为困难群众检修电器……人们亲切地称呼他

们为“老宋志愿服务队”。

2001年至2017年，服务队从最初的几个人到

如今的30多人，看着队伍逐渐壮大，“创始人”宋玉

本露出了欣慰又感恩的笑容：“亏了大家支持，服务

队才能一直存在下去。”服务队的身影渐渐感染了身

边人，越来越多的退休老人加入服务队。68岁的汪

成立就是其中一员。

2006年5月，社区开展平安巡逻活动，从5月至

10月，每晚7点至凌晨1点都需要志愿者巡逻社

区。汪成立成了这次活动的带头人。“特别是七八

月，走路都能感觉路面上的热气慢慢升上来。”当时

施家塘社区小区分布松散，一次巡逻就要绕着社区

走一圈，一圈是10里路，5个小时要走上好几圈。

“每天都是汗淋淋，衣服全湿透。”

服务活动形式多样，记得那年黄金周在旅游码

头维持秩序，队员们早上6点就到达旅游码头。由

于游客多，他们不得不扯着嗓子喊：“大家注意安全

不要拥挤！”人挤人的旅游码头根本找不到休息的地

方。过了中饭时间，队员们才得空，只能站着扒拉几

口快餐，嘴里的饭菜还没下咽，又着急着维持秩序。

一天下来，许多队员嗓子哑了，脚也起泡了，但所有

人第二天依旧继续，那七天，每天的服务活动都要到

下午4点多才结束。

采访时，老宋手里始终攥着一本相册，相册记录

的是队员们服务的身影。徐方福、刘培生、徐荣世、方

顺菊……这些都是志愿服务队的成员：“社会需要我

们，我们还做得动，就会一直做。”这是老宋志愿服务

队所有成员的心声，也是他们一直坚守的信念……

老宋志愿服务队
晚霞更明媚

肖鲁苏
···

从进入小学课堂那天起，

就一直被大人们口里那优越的

“城里人”生活“利诱”着。好不

容易跳出“农门”如愿当上了

“城里人”，却不知从哪天起，我

们又开始羡慕起农村了，做梦

都渴望能在那有块小地、建个

洋楼，搞点蔬菜、种些水果，如

果能再挖个鱼池和养几只鸡，

那就是“农妇、山泉、有点甜”的

神仙生活了。

但是，我们羡慕农村，往往

只是羡慕农村的山水空气和绿

色无污染的蔬菜瓜果，而不是真

正的农民。读过一篇叫《城里人

与乡下人》的短文，据说出自名

家之笔。这位“大咖”将一位农

村老人描述为“热情善良而沧

桑”，却借这位老人和他身边的

农民们之口，将“城里人”比喻成

蟑螂、老鼠，天天吃“用了那么多

化肥和农药”的庄稼蔬菜，却“到

如今还没有被药死”，他们“给自

己留下清洁的食品”，把有农药

的给“城里人”，从不混淆。读后

不禁让人哑然。

30 多年来，一批又一批的

“乡下人”进入了代表文明先进

和现代的城里，为“城里人”作

出贡献，但是，许多“城里人”并

没从骨子里认可他们。他们的

称谓，即便从以往“农民工”改

变为如今的“进城务工人员”，

也还是被打上“乡下人”的烙

印。“城里人”在“乡下人”面前，

始终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

自古就没有天生的城里

人，倒回去若干年，我们和我们

的祖辈都是乡下人。没有“乡

下人”数十年的“剪刀差”贡献，

哪有现在的“城里人”生活？如

今反哺农村，是社会对这个群

体理所当然的回报。因此，我

们在羡慕农村的同时，要尊重

他们的人格尊严和话语权，用

友善的目光看待农民和农村。

城里人和乡下人

富溪林场富溪林场
““彩苗彩苗””嫁给全浙江嫁给全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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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8日，屏门乡齐坑村

一年一度的传统庙会热闹开

场，来自十里八乡的几千名群

众成群结对赶赴这个原本平静

的小山村，以最大的热情上香

祈福，迎财神，逛集市，看大戏，

串乡邻，感受这一场传统民俗

文化盛事。

庙会现场，五颜六色的彩

旗迎风招展，紧依河道的村道

两边的商铺地摊一眼望不到

边，五花八门的小商品琳琅满

目令人眼花缭乱。在摩肩接踵

的人群中，商贩的吆喝声此起

彼伏。贩卖的商品既有实用的

农业生产工具，也有新鲜的瓜

果、美食的小吃、时髦的服装和

新奇的玩具。

下午1时，伴随着锣鼓声和

鞭炮声，关老爷出巡掀起了庙

会的高潮。人们争先恐后一睹

关公风采，把出巡队伍围得水

泄不通。关老爷巡游结束后，

传统味十足的大戏也就拉开了

序幕。

据了解，齐坑庙会有悠久

的历史，举办的时间为每年的

农历二月三前后三天。活动有

祖先祭祀、关公巡游、观看大戏

和集市贸易等。

屏门齐坑传统庙会如期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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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枫树岭镇信用社工作人员专程到千岛湖

旺旺装饰有限公司为20多位员工办理小额信用贷

款卡。该公司负责人一九九三年到千岛湖发展，目

前公司蛋糕越做越大，属下员工在县城购房买车迫

切需要解决资金难题。于是该社负责人特地上门为

他们办理10至30万元的小额信用贷款卡。

枫树岭镇信用社
服务企业施良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