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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农工党杭州市淳安县支部委员会携手

淳安县政协医卫组共16人，走进千岛湖农夫山泉有

限公司，举办宣传和义诊活动，普及健康知识，切实

关爱员工的身心健康。

农工党淳安支委
进企业助力康美

通讯员 叶祝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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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兴玉
···

日前，青溪新城宕里村党总支组织党员干部，牵

手中国银行淳安支行综合管理部支部，在该村后山

林道义务种植绿化树，共种植竹柏400余株。全体

党员每人认领3-5株树，实行定人专管。

新城中行齐动手
彩化林道后山走

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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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好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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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名展
···

何润政
···

3月3日上午，临岐派出所组织临岐幼儿园的

90余名师生到派出所参观微型消防站建设。汾口

派出所在辖区畹墅小学开展消防安全演练活动，牢

筑安全防火墙。

临岐汾口派出所
指导学生练防火

杭州千岛湖纯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绿色、生态、有机、无公害农业为发展战略，着力发展生态农业，建
设无污染、环保型绿色生产线，公司大力推广使用太阳能生态捕虫灯，通过色板诱杀、及时修剪等方法杀虫，
倾力打造高山生态有机茶基地。图为工作人员在高山茶园清理维护太阳能生态捕虫灯。 记者 杨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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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际青年旅舍联盟

中国总部广州青年旅舍公司在

千岛湖设立杭州千岛湖骑龙国

际青年旅舍。

国际青年旅舍联盟为全球

最大的青年旅行服务连锁组织，

是拥有百年历史的世界知名品

牌，共有3800多家青年旅舍分

布于世界90个国家和地区，会

员人数超过400万。国际青年

旅舍致力于为不同国籍的青年

提供培养社会意识、自律意识、

文化意识、环保意识、多元化意

识及文化交流的场所。

杭州千岛湖骑龙国际青年

旅舍为我县首家国际青年旅

舍，总投资约为 500万元，项目

位于排岭南路43号原淳安县

民政局办公楼。该办公楼先前

处于闲置状态，成功加盟国际

青年旅舍，不仅盘活了资产，也

为国际青年“背包族”建立了在

千岛湖旅游的国际驿站。

目前，骑龙国际青年旅舍

正在紧锣密鼓地装修中，将设

公共活动区及40个房间，可同

时容纳100人入往，预计今年5

月1日投入使用。

骑龙国际青年旅舍亮相千岛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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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琦
··

家住新安东路的张大妈，

近日遇见了一件很郁闷的事

情。张大妈家住二楼，前几天

阳台上“从天而降”了一袋垃

圾，正好砸在了张大妈新买的

衣服上。

“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从

天上‘接’到垃圾了。”张大妈表

示，楼上的住户有四家，也不知

道是哪一家往下丢垃圾，自己

和物业反映多次，也没有得到

妥善的解决。

3月3日上午，记者来到张

大妈所在的小区，众多低层住

户向记者诉苦：一些楼上的住

户不自觉，会向窗外乱丢垃圾，

导致环境卫生脏、乱、差。一位

姓张的居民对记者说：“我居住

在二楼，楼层背面就是山，每到

夏天就不敢开窗，一开窗，有很

多苍蝇和蚊子。”

随后记者来到行岗路，看到

不少居民一楼都搭有简易棚，记

者留意到，棚上有不少垃圾，从

楼上看下去，下面的遮雨棚上有

很多垃圾，心里很不舒服。

在一个长达五六米的简易

钢架遮雨棚下，几位老人正坐

在一起聊天，然而这个遮雨棚

上的烟头、废纸、烂裤衩、牛奶

盒子等垃圾，乱七八糟摆在上

面，与大院地面干净、整洁的环

境卫生形成了反差。居民王奶

奶说：“这些垃圾都是楼上住户

随手扔的。晚上，我从外面回来

正准备上楼时，一个矿泉水瓶就

落在遮雨棚上，吓我一跳。”

记者在走访时还看到，在

岭南宾馆附近的一根电线上赫

然悬挂着一个破了的红色塑料

袋，里面有一些食物垃圾，还有

一个啤酒瓶露了一截在外。垃

圾袋离地面约三四米高，下面

是非机动车道，行人经过时纷

纷绕道。

“看样子，多半是楼上往下

扔后挂在上面的。”楼下店面店

员称，“这样做真不该，太没有

公德心了。”附近的市民也表

示，一些住户会从空中乱扔垃

圾，加上这里来来往往的车辆、

行人又多，一不注意，悲剧就会

上演。

垃圾“从天而降”低层住户遭殃
记者巡查

“纯浙农业”茶园管护很“生态”

记者
··

储珊
··

“快进来，坐下喝口水。”海姐看见记者走入店

中，赶忙放下手里的工作，热情招呼起来。大眼睛，

堆满笑容的脸，一个干净利索的马尾……很难想

象，已经不惑之年的海姐看起来仍旧像个二十出头

的小姑娘。谈及保养秘诀，她说或许是做义工让自

己很开心，所以不显老。

海姐的义工之路，开始于2012年。5年前，一

次偶然的机会，她从朋友那儿得知千岛湖镇淡竹村

的山顶上，独居着一位82岁高龄的孤寡老人，生活

十分窘迫。

几天后，实在放心不下老人的海姐决定前去探

望。破旧不堪的茅草屋、潮湿泥泞的地面、行动不

便的老人……翻山越岭徒步半个多小时，亲眼看到

老人的生活环境后，海姐忍不住哭了。

那以后，凑钱为老人修缮房屋、组织身强力壮

的同事为老人砍柴、定期给老人送去米面油粮……

仿佛一个女儿一样，海姐时刻惦记着他，总想尽自

己所能让老人安享晚年。

从此，海姐下定决心，要尽己所能帮助一些弱

势群体。2015年，她遇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个

义工伙伴，“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的共同理念，让

他们一起成立了传爱天使千岛湖站。

如今，传爱天使千岛湖站已经从原来的三人

“小团体”发展成了一百余人的“大家庭”。每个月，

海姐都定期组织开展爱老敬老和弯腰拾文明活动。

此外，海姐还和其他义工一起，开展助学活

动。以五人为一个小组，每人每月资助100元，作

为孩子的日常开销和学习费用。“无论年龄大小，只

要我们知道了，只要情况真的困难，都尽力帮一

把。”因此，从读幼儿园到念大学，从左口乡到屏门

乡，他们的助学对象跨度很大。海姐，也被孩子们

亲切地称呼为“海妈妈”。

“没啥了不起的，都是些平凡的小事情。”海姐

说，这些年来她收获了最有价值的充实和快乐。

“海姐”
快乐做义工
淳安正能量

“寻找身边的感动”系列报道之五

程就点评

记得那年登山峰，走进云端茅屋中，慈情

善心顿与泪腺来相通。从此，为困窘者驱寒

冬，传正能量于始终。她用行动，将自身的基

因命名为——雷锋

通讯员
···

孙敏
··

日前，富文乡人大代表对全乡十个行政村的环

境卫生进行了一次集中“找茬”，通过列出“整改清

单”的工作方法找准环境整治工作的薄弱环节和突

出问题，开出“诊治”清单，对检查中存在的问题，一

一落实了整改措施，共查找并整改问题9个。

富文乡人大代表
“清洁乡村”勤督查

本报记者
····

、通讯员综合报道
·······

“雷锋精神”已经深深融入民族基

因。“3·5学雷锋日”期间，千岛湖畔高

奏慈善曲，劲刮大爱风，处处充溢着助

人为乐的正能量。

3月6日，千岛湖传媒中心团支部

组织团员代表一起前往温馨家园，看

望慰问残疾人困难户王涌，并送去了

慰问金，以及米、油、营养品等慰问品,

鼓励他以更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

3月3日，淳安县实验小学校园

内热闹非凡，该校组织进行的“学雷

锋、践行动、微公益、献爱心”校园义

卖活动开场。学生们化身“小老板”、

“小销售员”，在学校操场上摆起了摊

位。每个义卖摊位都有同学们自制

的宣传海报、标语，义卖品都是同学

们从家里带来的心爱玩具、图书等，

也有同学们精心制作的手工艺品、书

画作品等。据活动组织者之一的余

淑娟老师介绍，爱心义卖是学校开展

的一项既有趣又有意义的活动，所有

的善款都会注入到“淳实爱心基金”，

用以帮助他人。

3月3日，千岛湖镇团委组织镇机

关青年、各社区志愿者、青溪中学学生

共80人，到汪家源开展了以“学习雷

锋志愿行，携手共植青年林”为主题的

雷锋日活动。经过努力，500余棵新

栽下的树苗将原来的土坡装扮成一道

绿色的风景线。

新安江开发总公司团委成立青年

志愿服务突击队，对叶琪林场新坑坞

等库湾和周边垃圾进行清理，为确保

沿湖沿线库湾的清洁美观出一份力。

今后，该公司团委将把库湾垃圾清理

作为一项常态化工作，每月均要组织

志愿者开展活动。

3月2日一大早，瑶山乡何家村游

步道上出现了十几个“红马甲”，或弯

腰捡垃圾，或附身拔野草。这是瑶山

乡团委组织全乡年轻干部开展的以

“学雷锋，树新风”为主题的清洁乡村

活动。

连日来，威坪司法所各司法干警

奔走各建设工地，紧密围绕农民工权

益、老年人权益保障等常见农村法律

问题，通过以案释法的方式，向群众

“零距离”宣讲《劳动法》、《老年人权益

保障法》等法律法规。

近日，威坪镇社区矫正人员王某

和他的女友多次主动通过微信联系，

召集志愿者朋友对几处旅游风景区

进行公益劳动，将山上垃圾清理干

净。

3月5日，梓桐镇团委联合妇联组

织20余名志愿者走进镇敬老院，开展

“青春暖夕阳”三五学雷锋日活动。镇

卫生院的志愿者免费为老人体检；镇

机关志愿者为老人们奉上了一场精心

准备的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并放映

了老人们爱看的老电影；巾帼志愿者

代表则帮助老人洗头理发，擦拭门窗，

整理房间，陪老人聊天解闷。敬老院

处处充满着暖意。

3月5日，交警城区中队团支部组

织团员到千岛湖敬老院开展“3.5”学

雷锋日活动。活动中，中队团员们为

敬老院的孤寡老人们送上了纸尿裤、

米、油等物品，与他们进行亲切的交

谈，嘘寒问暖，并与敬老院建立了警民

联谊单位。

日前，浙江省眼科医院，来左口乡

政府、桥西村、瑶村、显后村为60岁以

上老年人开展免费白内障检查和复查

活动，在检查中确诊的白内障患者将

免费接受手术治疗。

3月4日10点30分，奉化溪口游

客邬先生带着激动的心情来到千岛湖

景区管理处领取丢失的钱包。原来，

邬先生在千岛湖旅游码头区域骑行时

不慎将钱包遗失，万分庆幸的是，钱包

被秀水街保洁员葛锡仁在码头区域骑

行道旁绿化带捡生活垃圾时发现，经

核实内有现金3100余元、银行卡2张

及身份证，几经周折，终于找到失主并

归还了失物。

学习雷锋好榜样 文明之花艳湖畔

雷锋精神激发“秀水”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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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义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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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县体育馆内到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由县纪委、县委宣传部、县妇联主办的“树双清家风·

创康美家庭”活动启动仪式暨庆三八家庭趣味运动

会在这里举行。来自23个乡镇、8个单位共270个

家庭代表队近900人参加活动。

上午10点半，家庭趣味运动会开始，一时间，亲

友团的加油声，喝彩声，欢笑声，此起彼伏，精彩看

点，让人目暇接。亲子步调一致、夫妻抛绣球、夫妻

石过河、亲子夹弹珠、家庭幸福接力和牵手等比赛项

目欢乐十足，一张张可爱的笑脸洋溢着必胜的信念。

现场，党员干部家属代表宣读“助廉倡议书”，家

庭志愿者代表宣读“护水倡议书”，激励大家为建设

康美千岛湖而贡献每一个家庭的力量。

此外大家还慷慨解囊，为浪川乡轮椅女孩汪凌

莹捐款，一位小朋友从口袋里拿出8个硬币一个个

投进捐款箱，一对7岁的双胞胎姐妹把爸爸给的

100元零花钱捐出来……大家表示，轮椅女孩汪凌

莹的故事很感人，我们伸出援手，献一点爱心帮助

她，祝福小凌莹。

270个家庭
妇女节“过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