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

江晓帆
···

“这‘绵蔬’牌辣椒种子的进货凭

证给我看下。”

“这农药销售登记本上的农户信

息要详细。”

……

连日来，县农业行政执法人员深

入到全县各个农资市场，开展“绿剑护

农”农资打假春季行动。

据了解，在此次专项行动中，县农

业执法部门通过产品质量抽检和面上

日常巡查相结合的工作方式，对全县

范围内的农资经销点、农产品生产基

地和果蔬专业合作社等单位进行检

查。

重点对市场上流通的种子、肥

料、农药等农业投入品的质量进行检

查，严厉打击经营假劣无证种子、禁

用农药、无登记证或假冒伪造登记证

肥料等违法行为，确保百姓购买到放

心、安全的农资产品。同时，向农户

宣传如何识假辩假、如何正确维权的

知识。

在临岐镇一家农资经营网点，执

法人员细致地查验了农资店内各类产

品的名称、产品规格、生产日期等产品

要素的合法性，以及各类农资产品的

进销凭证记录。

“新种子没包衣颜色新鲜且有光

泽，籽粒大小均匀，杂质很少。陈种子

颜色发暗，如果种子粒又特别小且不

均匀，这样的种子便宜也不要购买，有

可能是假冒劣质的。”现场执法人员介

绍到，从目前检查情况看，市场上整体

情况比较好，未发现有出售假劣农资，

以及国家明令禁止的高毒、剧毒、高残

留的农药。

“绿剑”春季行动自2月中旬启动

至今，共出动执法人员40余人次，已

对威坪、姜家、临岐等乡镇的20多家

农资网点进行抽样检查。

县农业行政执法大队副队长刘界

文表示，下一步，将进一步加强执法检

查力度，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产品的

打击处罚力度，切实做到执法为农，力

保春耕生产安全和农民利益。

“绿剑”执法
护航春耕
确保农民用上
满意种、放心肥

记者
··

郑文彬
···

“你说高团花呀，她可是个热心肠的

大好人，很会照顾人。像我这样身体不

太好的，农活做不来，也没法出去打工，

得亏有了团花姐的来料加工，让我在家

门口就有钱赚了。”鸠坑乡中联村的徐金

娣说道。

早些年因为发生意外，徐金娣的腰受

了伤，当时不仅断了收入，还要支付医药

费。就在徐金娣干着急的时候，高团花主

动上门，给她带来了一些手工来料加工项

目。“生活有着落了。”徐金娣很是感恩高

团花对她的照顾。

现在，徐金娣在高团花的口罩加工厂

内做活，月收入多的时候有2000多元，虽

然腰还是落下了病根，但比当初好多了，

日子也一天天红火起来。

“一分一厘，积少成多，还能让闲在家

里的姐妹们有事可做，多赚一点钱。毕

竟，一人富不叫富，只有大家都富起来了，

那才算数。”这就是高团花的“初心”。

而就是这份“初心”，一直支持着高团

花用了10余年的时间在来料加工行当里

摸爬滚打，把只有十几人的来料加工队伍

壮大成几百人的大队伍，从简单的手工加

工发展到机器加工，带领大家走出了一条

最“接地气”的致富路。

如今，高团花的口罩加工企业越做越

大，全乡设有4个加工点，拥有52台加工

机器，安置了30余名残疾人，20多户低

收入农户，年发放加工费近80万元。

村民徐小莲一家4口，2人有残疾，生

活困难。高团花主动安排她们到口罩厂

里包口罩，而且手把手教了两个星期，每

月的固定收入，让徐小莲一家有了基本的

生活依靠。

“能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搭把手，

我自己心里特别高兴也踏实。”高团花这

样说，也这样做。

低保户胡水莲一出生左脚就是残疾，

由于走路不稳，一场意外把右脚脚筋也摔

断了，落下双腿残疾，无力自顾。高团花

得知此事后，当起了老胡的“女儿”，每天

为老人蒸饭送饭，有时还为他打扫房间，

整理床被，不知不觉就这样义务照顾老胡

一年多了。

听说同村的村民洪会连、洪立梅两人

患重病在家，高团花又主动上门慰问，闲

时还给她们作伴开导，并为她俩各捐款了

300块钱。与此同时，高团花还结对贫困

学生，给予他们学习和生活上的帮助。

大家都说，高团花是自己身边的“贴

心棉袄”。面对赞誉，高团花说，自己只是

在做力所能及的事，看到大家的家庭更加

和谐，邻里更加和睦，乡亲们一起致富，一

起欢笑，自己付出的一切，就都值了。

高团花 好人热心肠

储珊
··

近日，笔者听到一个令人痛心

的消息：大墅镇一农户在拆旧房建

新房过程中，雇佣的工人不慎跌落，

当天便送往浙二医院救治。据医生

诊断，或造成终身瘫痪。一时，双方

家庭仿佛遭遇晴天霹雳。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

发展，农民纷纷扒掉泥瓦房，盖起了

砖混结构的楼房，居住条件得到极

大改善。然而，农村住房建设中存

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

笔者多方了解后发现，绝大多

数农村自住建房都承包给无资质的

施工队伍，建房质量得不到保障，农

村建筑从业者整体安全质量意识较

低。

为了杜绝悲剧的发生，笔者认

为首先要加快培育农村专业建房队

伍，增强建房技术力量。摸清农村

自住建房施工队伍详情，让一部分

具有潜力的施工队通过专业培训，

取得必要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继续

从事农村自住建房工程施工。其次

是把农村自住建房进行统筹安排，

集中多户、集中区域共同承包给具

有资质的施工队，为吸引城市有资

质的建筑工程队伍下乡创造良好的

条件。

同时，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提

高质量安全防范意识。一方面充分

利用现代各种传媒手段，加强农村

建房质量安全重要性的宣传，引导

农民选择有资质、设备完善的施工

队进行建房。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建

设管理人员、施工从业单位及人员

进行管理教育，提高他们的质量安

全防范意识，杜绝各类安全隐患。

安全“紧箍咒”松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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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安正能量

“寻找身边的感动”系列报道之四

记者
··

义永华
···

“幽静之地”。原中国美术学院教

授朱颖来到美客爱途，看到深山中这

一方诗意的庭院，感叹之余，挥毫泼墨

写下了这几个字。

位于富文乡雪坑源自然村的美

客爱途精品民宿，虽然地处“深山腹

地”，但因其幽静的环境、独特的品

味，吸引着一批批高雅人士接踵而来

体验。3月3日,一场美客与书法的

约会在这里举行，吸引了更多的名人

雅士齐聚。

“美客爱途的经营方式是我们推

进‘乡村旅游+文创’的一个鲜活样

本。”富文乡相关负责人介绍，依托雪

坑源高端民宿集聚资源，今年将鼓励

民宿业主引进资金主体开设书画、古

琴、陶艺等工作室，融入文化元素，打

造文创体验基地，以此增加游客的体

验度。

富文精品民宿的蓬勃兴起，在进

一步丰富了乡村旅游内涵的同时，也

为当地村民的增收致富提供了更多机

会。据介绍，像美客爱途这样的精品

民宿，不仅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家门口

的就业机会，民宿餐饮食材和伴手礼

的原材料也都是从附近百姓家收购而

来，并将富文土烧作为指定饮用酒品

牌。

依托民宿产业，唤醒沉寂山村，点

亮乡村发展。接下来，富文乡将整合

百源经济、绿道经济和文创产业，对青

田民宿和石头埠的民宿板块进行配套

提升，精心谋划康美产业，进一步做强

乡村旅游品牌。

富文乡 民宿产业亮了乡村

温度回升后游客日益增多，千岛湖

的美景和特色美食常常让他们慢下脚

步。渔乐岛上的“千岛湖第一锅”，直径

3.6米，高度1.5米，重达4吨，每天吸

引大批游客驻足品尝、留影纪念，成为

了渔乐岛上一大景观。

通讯员 何胤昉/文 记者 杨波/摄

记者
··

江晓华
···

实习生
···

方杰
··

说起学生群体，以往他们给我

们的印象往往是“一心只读圣贤书，

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模样。不

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让

自己的青春岁月结伴公益活动。

2月26日一早，千岛湖广场来

了一群身穿校服的特殊“商贩”，一

幅大海报，几排小课桌，上面放满着

各式各样的“小玩意”。他们是一群

来自淳安中学的学生，学生会成员

王岚告诉记者，今天同学们是自发

组织爱心义卖活动的，卖的都是些

他们闲置的书籍和小物品，希望用

自己的小小爱心为温州文成民房倒

塌受灾户募集善款。

这边是淳安中学学生的“爱心

传递”，而在另一边的天屿登山道

上，来自县实验小学的六（三）班孩

子们则手提塑料袋，化身千岛湖的

“清洁小卫士”，撸起袖子为康美环

境做着力所能及的事。

别看他们只是小孩子，可是行

动起来却不逊于成年人。只见他

们猫着腰，钻进草丛，与地上的塑

料袋、饮料瓶、果皮纸屑等垃圾较

上了劲。看着自己手里的劳动成

果，他们满是汗水的脸上乐开了

花。

我县学生群体热衷公益活动

通讯员
···

徐欣苗
···

方勇
··

连日来，威坪镇茶合村办公楼院内座无虚席，气

氛热烈。这是由我县组织的送戏下乡活动，千岛湖

岁星越剧团负责派送的专场巡演。

现场，演出布景、灯光、音乐把舞台打造得异彩

纷呈，越剧《血手印》、《追鱼》、《大发财》、《贤妻良友》

等经典剧目齐登场，让观众深刻体味到越剧的文化

魅力。演出期间，台上台下亲密互动，临近村舞蹈队

也争先上台助阵，为观众表演动感欢快的广场舞。

据悉，该村今年已经建成村文化礼堂，新的戏台

也将投入使用，今后还会有更多文化精品走入茶合

村寻常百姓家。

茶合搭台唱大戏
村民开心又欢喜

见习记者
····

汪琛
··

石林镇矞吉木业的厂房内，2人正围着一台破

竹机忙个不停。大碗口粗的竹子，伴随传送带喂进

破竹机“嘴巴”后，吐出来的是一段一段长度均匀的

竹条。

“通过加工后，半成品会被送到安吉等地进行深

加工，每天可加工鲜竹数百吨。同时还解决了当地

村民的就业。”加工厂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时，工人一把抱起一根大竹子，往机器里一

塞，再下一个……工作虽然单调，但大家觉得挺有奔

头，“农忙管好自己庄稼，农闲在这儿打工，我们十几

个工人，每人每年能赚回几万块钱。”

竹林深处有厂房
农民增收乐意忙

程就点评

让慈爱冲破劣性的篱墙，用真

情温暖纠结的心房。为困窘擦去

泪两行，把苦涩化解在身旁。为邻

时光短，牵手日月长。她，划着大

爱的木桨远航——

食为美景添色食为美景添色

通讯员
···

陈伟
··

近日，建设集团近60名身穿“红马甲”的党员干

部志愿者齐聚新北社区，他们以支部为单位，三五成

组，进入小区房前屋后、楼道通道、花坛绿化，甚至是

犄角旮旯，开展“洁美城区环境、助力文明创建”活

动。通过行动，美化小区环境，也为今年我县“省级

文明县城”创建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建设集团“红马甲”
清洁环境美我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