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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夜话

记者
··

江晓帆
···

“高空抛物，损人害己”、“消防通道，时刻畅

通”……近日，记者在城区人民路路段看到，许多建

筑外围墙上多了些彩色图画和醒目的文字，让古板

的墙面变得生动。这些文明墙画倡导文明新风、家

风家训、孝道礼仪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受到

了广大市民的喜爱。

居民小区外围墙
“兼职”文明宣传栏

通迅员
···

郑文琴
···

汪富瑛
···

3月8日，县计生协会、开发区（青溪新城）计生

协会、县计划生育指导站联手，在千岛湖洲际度假酒

店开展“关注健康、关爱女性”为主题的服务活动。

活动内容包括女性生殖健康讲座、有奖知识竟赛、免

费给已婚育龄妇女做B超等。共发放宣传资料500

余份、礼品100余份、避孕药具80余，深受酒店育龄

妇女的好评。

酒店来了服务队
女性健康受关爱

通讯员
···

姜磊
··

洪晨
··

记者
··

李维维
···

3月8日早上9点40分左右，千岛湖镇环湖北

路与进士路灯控路口，一辆白色轿车和一辆电瓶车

相撞，伤者躺在斑马线上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正巡察至该路段的城管新城中队4名队员见状连

忙上前了解情况，得知当时120急救中心已无救护车

可调时，4名城管队员当即决定，分成两队，2名队员立

即跑到县一医院急诊室搬救护担架，另两名队员则在

事故现场引导过往车辆，保护伤者，并联系其家属。尔

后合力将伤者快速送到医院急诊室挂号救治，直至伤

者亲属和交警到达现场后才默默离开。

环湖北路出车祸
城管立即来救助

通讯员
···

吴好良
···

3月6日，临岐派出所协同临岐镇政府、县渔政

局，对临岐辖区千岛湖水域的私放地笼进行整治，此

次整治活动共收缴地笼85副，有效遏制了网鱼、电

鱼、毒鱼等非法行为。

护渔行动出手早
85副地笼被收缴

记者
··

义永华
···

通讯员
···

何胤昉
···

今年“升级”后的《千岛湖·

水之灵》演出将于3月12日晚

19:30正式开演。

作为千岛湖标志性的旅游

文化演出《水之灵》，自2013年

开演以来，已接待市民游客66

万余人。今年，千岛湖旅游集团

文化公司在遵循演出剧本原版

的前提下，从演出的阵容、情节

和道具等方面进行了提升和改

进。据介绍，今年《水之灵》的演

出看点在于阵容大、颜值高、“大

腕”多。目前已有舞蹈、杂技、武

术、戏曲等100余名演职人员，

演员平均年纪在19岁，且均为

专业院校在读生，艺术功底扎

实。同时，还邀请到中国好声音

歌手张丽丽，中国武术一级演员

邹超，真功夫少林“俗家弟子”的

武术演员，春晚舞蹈演员胡媛、

魏守叶等加盟演出队伍。

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这

几天，关注“淳安发布”并参与

互动，就有机会获得旅游集团

赠送的水之灵首演门票。

2017版《水之灵》明晚正式开演
关注“淳安发布”有机会获首演门票

惊蛰到春分，淳杨线绿道两边金色的油菜花开得正盛，仿佛金色的地毯，成为春季里最绚丽的一道风景
线。据了解，淳杨线绿道两边50多亩油菜是淳安县交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在年初种植的。

记者 王建才/摄

程就
··

春回大地，万物吐新，又到

了一年一度的植树节。植树节

是一个法定节日，义务植树也

是一项公民义务。

然而，目前的现实问题是，

很多人想植树，但是有很多人

并不知道应该怎么植树，可以

到哪里植树。确实，植树有个

整体规划的问题，把树植活还

有个养护管理的技术问题。没

有组织和规划的植树，不仅难

以植活，还浪费了人力物力。

因而，没有时间或者没有机会

参与植树的群众，不妨绿色

“种”心中，让“绿色低碳”成为

一种生活方式。比如，我们日

常生活中使用的很多东西，都

是以树木为原料制成的，如果

我们节约用纸、少用一次性筷

子等，这就是在用实实在在的

行动，为“植树造林”做着属于

自己的贡献。植树一般只能在

春天进行，而节约资源却是天

天都能做的事情，从这个角度

说，“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就

等于天天植树。

青山不老树为本，绿水长

流林是源，树木与我们的生活

息息相关。植树节到了，但愿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积极行动起

来，尽点真正意义上的“植树造

林”义务，抑或是尽可能地保护

好每一棵树，将绿色永久地

“种”于心中，让“绿色低碳”成

为一种自觉的生活方式。

请将绿色植心中

记者
··

储珊
··

“哈哈，太棒了，赢啦！”3月9日下

午，记者走进位于秀水广场的科技嘉

年华场馆，梁秦旗正开心地摘下VR

眼镜，从一个车辆模型上下来。他之

所以喜上眉梢，是因为他刚刚经历了

一场“速度与激情”的比拼——赛车，

并且顺利折桂。

梁秦旗绘声绘色地和记者形容，

在最后一圈的直线阶段，他一直落后

于对手，为了拿下第一名，他凭借稳定

的心理状态和娴熟的驾驶技术，完成

了一个漂亮的漂移动作，顺利实现弯

道超车，最终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现

在心还砰砰跳呢，太真实了！”几分钟

后，他依旧难掩内心的激动。

这边的赛车区新奇惊险，那边的

VR体验区也是热闹不已。走进一

看，原来是一群市民正坐在坦克造型

的车子上，体验过云霄飞车项目。或

爬升、或滑落、或倒转，不停变换的场

景和飞车造型，刺激着体验者的感官，

惹得他们尖叫声不断。而一旁的自行

车骑行区，则有年纪较大的市民，“骑

行”在风景如画的绿道上。

在现场，还有围绕骑行、足球、赛

艇、滑雪、赛车、拳击、射击、网球、马术

等传统体育项目开发的体验专区，参与

者抛开了鼠标、手柄、键盘、手机等传统

操作设备的限制，通过多种VR游戏，

在虚拟的世界里，享受身临其境的沉浸

感。不少市民感慨，这是千岛湖第一次

引进大规模的新视觉科技产品体验中

心，不仅玩得更加尽兴和投入，也收获

听觉、触觉与视觉上的全新真实体验。

3月11日，中国自行车联赛即将

拉开战幕，热闹、有趣的VR科技嘉年

华，无疑为它吹响了号角，也为所有选

手加油助威。

VR嘉年华助威中国自行车联赛

通讯员
···

余叶飞
···

日前，县第一人民医院组织党员干部，携带健康

宣传资料、医疗检查器具，赶赴枫树岭镇下姜村开展

健康咨询活动。

医务人员根据村民身体状况实际进行分组，现

场答疑解惑。还携带检查器具分别来到村民家中，

上门展开身体检查，用专业知识和实际行动践行“四

个人”的要求。

县一医院
“出诊”到下姜

通讯员
···

方泽岳
···

王雅
··

以“非遗文化、助力康美”为目标的淳安县睦剧

团正月“送戏下乡”公益活动于3月4日晚圆满落幕。

此次活动历时三十余天，以每日两出戏的紧密

安排为各乡镇民众送去了近百场次精彩睦剧演出，

广受好评。接着，该剧团将排演一场以“淳安移民历

史”为背景的新戏《故土情》，预计5月份与观众见面。

“送戏下乡”
公益活动落幕

通讯员
···

方国梁
···

叶青槐
···

3月9日，县中医院组织70余名党员干部、团员

青年走进社区协管共建路段、居民小区，开展“全民

清洁日，全院总动员”卫生清扫活动。活动中，在进

行环境保护、卫生常识宣传的同时，还对部分市民的

不文明行为进行了劝阻。

县中医院
全员清家园

通讯员
···

王胜英
···

从宋王公路步入王阜乡区域，映入眼帘的便是

管家村的文化礼堂和幼儿园。干净整洁的道路、清

澈宽敞的河道穿村而过，文化礼堂内欢奏着和谐的

音符，给人一种美丽祥和的景象。

“文化工作搞得好，人心才会齐，矛盾就会减少，

各项工作才能顺心顺意推进”。村党总支书记管辉

东对此感触颇深。的确，“村晚”、“村运会”早已成为

该村村民的节庆名片。今年的“村晚”和村民趣味运

动会手机直播，竟吸引了12万多人“触网”，着实让

该村风光了一回。

在村党总支的带领下，村里兴建了文化礼堂，先

后成立了排舞队、竹马队、鼓乐队、太极表演队和刺

绣艺术队，每次村民联欢会，管辉东等村党员干部都

竞相上台表演节目；每年重阳节，组织全村70岁以

上老人齐聚会堂，为每位老人送上蛋糕；正月里，组

织外出返乡青年召开座谈会，畅谈本村发展；组织外

出创业人士捐款，为全村老人们发放油和大米。

日日有排练，月月有活动，使该村始终“沐浴”在

节日气氛中，形成了“党建引领文化建设，文化凝聚

民心民力”的良好氛围。

气正风清管家村

绿道披上绿道披上““黄金甲黄金甲””

记者
··

储珊
··

通讯员
···

姜磊
··

千岛湖镇，“红马甲”在社区、景点

捡拾垃圾；左口乡，“马大嫂”深入村村

户户，搞起轰轰烈烈的大清扫；大墅

镇，党员干部前往店家商铺，帮忙整理

“店外店”；姜家镇，学生们卷起裤管清

死角……3月10日，我县首个“全民

清洁日”。这一天，无论把镜头聚焦在

我县的何处，总能看见一群群人，正热

火朝天为洁美环境而撸袖大干的场

景。

早上9点10分，天空下着毛毛细

雨。记者在望湖社区96幢楼后的绿

地上，看见一位老人弯着腰，仿佛开了

雷达一般，“搜寻”着各个角落的垃

圾。他叫张法大，今年70多岁，平时

不仅注重保持家里的干净整洁，也尤

其关注小区、街道和路面的环境状

况。他深知，千岛湖是个旅游城市，而

环境是旅游的基础。因此，作为一名

老党员，一听到开展“全民清洁日”活

动的号召，二话没说就报名参加了。

“来，一、二、三，走你！”有人拿着

铁楸铲沙土，有人撩着沟渠里的塑料

袋，有人奋力拉着装满垃圾的小车，这

是定格在石林镇的一幕。“全民清洁

日”这一天，所有的党员干部带着手

套，拿着钳子、扫把、垃圾袋，前往各个

联系村庄，和村干部一起，清理卫生死

角，攻下了一道又一道的“脏、乱、差”

堡垒。激情四射的劳动，感染了附近

的村民，不少人纷纷拿起扫把，加入清

扫大军中。

清除牛皮癣、整理杂乱的电线、劝

导占道经营的店铺……

这一天，负责“维护”城市形象的

城管们也忙得脚打后脑勺。据不完全

统计，当天，城区的城管清理各类垃圾

10余吨，摆放非机动车乱停放500余

辆、移除街面“僵尸车”50辆、沿湖沿

线巡查200余公里现场清理20处卫

生死角。

昨天，全县8000余人一批又一批

地拼命扫，一车又一车的垃圾被搬离，

一处又一处的风景更靓丽……

城乡遍布“保洁员”
记者在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