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

义永华
···

在2017年下第一场雪时，记者来到临岐镇审岭

脚村的老年食堂，聆听一个发生在一群老年人当中

的暖心故事。

“哦，是这样的，去年12月22日那天，我们中午

饭吃好，卫生搞好，要关门的时候，汉姣眼泪汪汪出

现了，她说今天不好，300元钱不见了。”听说记者来

意后，79岁的童志斌便娓娓道来。

看到93岁高龄的章汉姣难过得像小孩一样，作

为老年食堂事务长的童志斌也跟着伤心，但立马安

慰她，“钱只要掉在老年食堂肯定能找得到，别着急，

好好想想在哪掉的。”

第二天，村里老人都按时来到老年食堂吃中饭，

唯独章汉姣没有来吃饭。童志斌心里记挂着，便去

章汉姣家里探望，看到她独自一人在床上垂泪，还在

为自己弄丢了300元钱的事伤心不已。

“汉姣家里条件不好，这300块钱是她儿子给

的，对她来说是一笔‘巨款’，看到她流泪我也流泪

了。”当时，童志斌很想从自己口袋里掏出300元先

抚慰章汉姣，无奈自己经济条件也不好。

怎样才能帮助汉姣？思来想去，童志斌决定动

员一起吃饭的老年朋友献爱心。在老年食堂，当童

志斌把章汉姣丢钱的事告诉大家时，这些七八十岁

的老年人二话不说，纷纷从口袋里掏出5元、10元、

20元、50元……献出自己的一点爱心。

“不到10分钟就捐了525块钱，我说够了、够

了。”吃中饭的时候，童志斌和村老年协会会长童长

顺一起，把525元钱送到章汉姣手里。“哎哟，汉姣死

活不收这钱，推来推去，一个劲地说不好意思麻烦大

家。”最后在童志斌和童长顺的坚持下，章汉姣勉强

收下。

第三天，村里一位妇女在公路边捡到了章汉姣

的300元钱并还给她。章汉姣感动得买来苹果、橘子

等水果感谢，并把大家捐的525元钱退回来，可其他

老人也不愿意收回。“你们不收，我就不来吃饭了。”看

到大家不肯把捐的钱拿回去，章汉姣气鼓鼓地说。

“汉姣不收钱，这难倒我了，最后在大家七劝八

劝下，她把钱收下了，但只留下100元，还有425元

交给老年食堂买菜用，刚开始汉姣被大家感动，后来

大家被汉姣感动。”说起这个事情，童志斌至今激动

不已，几次用手拭去眼角的泪水。

童长顺告诉记者，村里有60位75岁以上的老

人，大家觉悟都很高，互相团结和尊重，有高尚的品

德、奉献的精神，类似这样互帮互助、感动人心的事

情还有很多，每天都在老年食堂上演。

审岭脚村“老人群”
温情很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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碾压过岁月的年轮，篆刻着时光的印痕，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却俨然一个大家庭。

人们戏称“老小孩”，其实心旌更单纯。用彼

的心情，开此的心门，这里寄存着“雷锋精神”

的灵魂——

“寻找身边的感动”系列报道之三

见习记者
····

徐岳林
···

记者从新安江开发总公司了解

到，日前，省林业厅授予全省6家国有

林场首批“浙江省现代国有林场”称

号，淳安县林业总场位列其中。

去年以来，我县林业总场积极开

展浙江省现代国有林场创建工作，量

身设计“绿色宝库、森林旅游、活力企

业、乐业新地”等四块品牌，在森林资

源保护、基础设施改造提升、森林旅游

发展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果。

“坚持生态保护优先，变‘砍树’为

‘看树’，是创建的基础。”开发总公司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为此，公司持

续开展林相改造、森林彩化等工程，建

成森林消防队伍5支，配备消防车（洒

水车）10辆、消防艇3艘、高压水泵16

台，林场年采伐量由原来的30000立

方米降低至2000立方米。

同时，大力打造森林旅游品牌，开

发驿站、民宿等特色项目12个，建设

良种、茶等特色基地8个，提升万亩柑

桔基地品质。“目前，森林旅游已经拥

有一条较为成熟的产业链，与岛湖游、

乡村游形成了差异互补，总场年营业

收入达5500余万元。”开发总公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道。

除了抢抓建设机遇，林业总场还

注重提升完善自身基础设施，让老林

区“旧貌”换“新颜”。三年来，开发总

公司累计投入资金6500余万元，完成

5个林场新场部建设，改造危旧房2万

平方米，林区道路、污水处理、供水供

电等设施也得到了改善提升。

新的一年，我县林业总场将以“浙

江省现代国有林场”称号为新起点，继

续围绕资源保护、林场文化等方面工

作，打造标杆型现代国有林场。

全省6家国有林场获首批“浙江省现代国有林场”称号

淳安县林业总场荣登“金榜”

通讯员
···

方新英
···

3月1日,一阵刺耳的警报声拉开了文昌镇潭头

完全小学消防演习的序幕。全校学生在专业人士和

老师的指引下，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基础上，科学、快

速、有序地撤离“火场”。据该校负责人介绍，这是开

展校园消防“六个一”，即开好一次部署会议、签订一

份综治维稳责任书、开展一次集中宣传活动、开展一

次平安巡防活动、开展一次走访排查、上好一堂法制

教育课系列活动的组成部分。校园消防演习在该校

已成常态。

校园消防大课题
潭头完小勤演习

记者
··

范小青
···

记者发现，在众多项目中，运动类兴趣班越来越

受到家长和孩子的青睐。

周未，在县实验小学的操场上，一群孩子正挥汗

如雨，积极投入篮球训练。弹跳、运球、投篮，孩子们

苦练每个基本动作，丝毫不马虎。 而另一边还有上

羽毛球兴趣班的孩子正跟着老师认真学习最基础的

握拍法。接着又开始跟着老师学习原地向上抛、接

球和基础的发球技术。

一位姓吕的家长给自己正在上一年级的孩子报

了羽毛球兴趣班。他表示，目的不为培养羽毛球运

动员，而是为了让孩子动起来，增强体质，释放孩子

紧张繁重的学业压力，活跃大脑，提高学习效率。采

访中，让孩子多运动，多流汗，增强体魄成了家长们

共同的心愿。

孩子过好体能关
家长热报兴趣班

通讯员
···

吴锦平
···

陈金炳
···

李桂梅
···

当你来到县社保大楼办事，抑或是到汽车北站

乘车的时候，首先眺入你眼睑的便是那些正在执勤，

身着崭新统一制服、礼貌待客的恒邦物业安保人员。

几年来，淳安县恒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一直承

接着县府大院、社保大楼、规划局、汽车北站等区域的

一系列配套服务。该公司每月都要例行一次安保人

员的业务技能培训。除了常规技能外，还专门设置

了现场突发事件的应变与处置、协调与沟通，礼貌用

语、仪容仪表等多种内容。前不久，一位外地老者来

社保大楼办事情绪失控，在办事大厅大吼大叫，安保

人员当即上前好言抚慰，终于使其心情“阴转晴”，对

安保员竖起了大拇指。汽车北站往来乘客多，乘客

间也常因小事而争吵，安保人员常以春风化雨般的

语言来劝导，使得他们之间的矛盾烟消云散。

恒邦物业勤“练功”
温情频频去“寒冬”

通讯员
···

付文祥
···

记者
··

章晶
··

日前，汾口镇举办“生态田园建康美 凝心聚力

铸铁军”机关工会趣味运动会，以机关六大办公室为

比赛团体，设有双扣、掷飞镖、投篮、乒乓球接力、六人

七足、拔河等集体项目，进一步丰富了机关工会会员

文体活动，强化团结协作意识，打造康美铁军团队。

汾口举办趣运会
历练康美铁团队

淳杨线上，八顶帐蓬搭在千岛湖畔，自带的小吃可说是应有尽有。他们是来自建德的14位驴友，晚上准
备露营湖畔。随着旅游形式的多样化发展，越来越多的旅游爱好者开始走向了户外，开始了一种深度体验的
方式，户外露营则在这种趋势下形成了一股潮流，成为时尚旅游的新宠儿。 记者 王建才/摄

湖畔常见露营人

李维维
···

近日，教育部通知要求：评

定贫困生，不能让学生当众诉

苦。笔者认为，这无疑是贫困

生资助工作的一大进步。贫困

生资助，不能让资助者的同情

心剥夺了受助者的自尊心。

贫困生资助，本是一件众

口称赞的好事。但是之前的资

助政策，往往救了学生的贫，却

伤了学生的心。某些学校设置

贫困生班级，将贫困生与普通

学生清楚区分，初衷是为鼓励贫

困学子，实则加重了一些原本便

因贫困而自卑的孩子的心理压

力。有些学校，甚至让学生当众

诉苦，以“比贫”的方式来评选贫

困生。站在大庭广众之下叙述

自身的贫困，对孩子而言，本身

就是一种对自尊的践踏。

笔者认为，贫困生资助，物

质与精神同样重要，切莫让同

情心剥夺了自尊心，使得孩子

在得到帮助时怀着的却是“羞

耻”的情感。我们应当尊重受

助者的隐私，给予其“闭嘴”的

权利，使帮助真正恰如其分。

各地、各高校在推行贫困

生资助时，既不该以评比的方

式评选贫困生，在公示贫困生

受助名单时，不应涉及学生及

家庭的隐私。在宣传学生励志

典型时，涉及受助学生的任何

事项，也应征求学生本人的同

意。物质的贫乏并不可怕，可

怕的是社会、学校以同情心的

名义，剥夺了学生“体面”的成

长权利。

如何在给予孩子物质生活

的同时，还能使其自尊自信，值

得我们深深思考。

莫让同情心剥夺自尊心

通讯员
···

邵永忠
···

日前，淳安县威坪农贸综

合市场负责人从县市监局工作

人员手中接过“乡镇农贸综合

市场登记证”。这是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实施“最多跑一次”首批办

事清单后，第一家快速办理市

场登记证的企业。

我县市监部门按照省市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和服务项目

“最多跑一次”工作标准要求，

认真研究梳理，在符合有关申

报登记条件的基础上，进一步

简化审批流程、丰富登记服务

渠道，出台了《推进市场监管办

事项目“最多跑一次”助力康美

千岛湖实施意见》，梳理并公布

了首批48项“最多跑一次”办

事目录清单，为企业发展营造

更优的行政审批环境，助力实

现康美千岛湖。

首张“乡镇农贸市场登记证”发出
见习记者
····

汪琛
··

妇女节临近，也使得“三八”游路线成为各旅行

社3月旅游路线的新热点，超低的价格更是吸引了

众多市民报名。

千岛湖友好旅行社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春

节长假过后会出现一个旅游小淡季，目前，价格在

100元至400元之间，时间为一到两天的短途游开

始升温。杭州宋城、横店影视城、绍兴柯岩等旅游景

点都迎来了特价，受到了市民的欢迎。

短途游成市民“新宠”

见习记者
····

汪琛
··

3月2日上午9点10分，县

消防大队接到报警称：千岛湖

淳建新村116号4单元一住户

突发火灾，情况十分危险。接

警后，消防大队立即出动3辆消

防车和18名消防官兵赶赴现

场进行扑救。

9点15分，县消防大队到达

火灾现场，只见现场浓烟滚滚，

熊熊火苗不时窜出窗外，火势由

2楼卷火至3楼并呈蔓延趋势。

消防官兵及时疏散了隔壁单元

的住户。通过勘查后发现2楼、

3楼均无人在家，消防官兵迅速

展开灭火行动。经过。30多分

钟的紧张扑救，火灾被成功扑

灭。经初步认定，这起火灾为失

火户主烧炭火所致。

县消防中队相关负责人提

醒各位市民，使用电暖器、炉火

炭火时应注意不可靠近可燃

物，家用电器使用后务必及时

关掉电源，要注意提防电热器

具的温控、时控装置或温度指

示器失灵，避免温度过高起火。

淳建新村昨日发生一起火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