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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夜话

见习记者
····

徐岳林
···

春暖花开，草长莺飞，又是一年一

度春茶上市的季节。记者来到鸠坑

乡，只见一层接一层的“梯田”沿着山

脉不断向上绵延，茶叶树生长得十分

茂盛，新出的芽叶已经把整个茶山都

刷成一片清新的嫩绿色。

茶园里，采茶女工正忙碌地采摘

今年的第一茬顶芽，。漫山青翠间，还

点缀着一群穿着五彩春衣的游客，或

是一家三口低头采茶，或是三五成群

嬉戏笑闹，宁静的茶山里回荡起阵阵

清脆的笑声。

“我们行内人习惯把这个阶段正

在采的顶芽称为‘黄金芽’，它是制作

‘乌牛早’茶叶的上等茶青。”淳安县鸠

坑万岁岭茶叶专业合作社董事长汪贵

华告诉记者，连续晴好的天气“唤醒”

了茶山中“懵懂昏睡”的“乌牛早”茶

芽。这种茶在茶类中属于较早发芽的

品种，只有气温达到一定标准才会打

开棱片探芽，此时采下鲜叶可制成上

等茶叶。特级鲜叶标准是“一芽一叶”

或“一芽二叶”，需要采得“黄金芽”头2

万多个，才能制作成500克特级成品。

汪贵华带记者来到制茶车间。在

这里，新引进的自动炒茶机、烘干机正

开足马力不断翻炒着，杀青、理条、烘

干等加工步骤井然有序地展开。“春茶

的产量和质量与气温和雨水等因素有

关，低温、多雨往往会导致春茶推迟上

市。采摘在晴天进行为宜，上午采、中

午拣，当天就得制完。”汪贵华介绍道。

合作社的几位专家还对记者透露

了鉴定春茶品相的方法：市民可仔细

观察买到的茶叶，色泽匀正，嫩度高，

碎末较少的一般为上等茶，而那些叶

表粗老、松散不一的都算不上好茶。

此外，将茶叶倒入杯中冲泡后立即倾

倒茶汤，再连杯带叶底一起送入鼻端

嗅香，香气扑鼻的，一般就是上品。

“我们鸠坑人种茶叶有着相当悠

久的历史，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鸠

坑茶就已成为皇室的贡品了。”汪贵华

自豪地介绍道。他表示，今年早春总

体温润暖和，接下来，鸠坑毛尖等本土

品牌也会陆续开始开摘。

春茶生产系列报道

贡茶故里又“走起”

记者
··

杨波
··

连日来，界首乡集镇入口处，以“五水共治”、传

统文化、廉政建设为题材的警世格言、名人名言、理

论诠释等内容的文化墙正在绘制中。今年以来，该

乡通过建设机关文化墙，不仅宣传了党的政策、展

示了机关风貌，更成了干部群众学习、生活、工作上

的良师益友，从而增强了全乡人民的凝聚力与向心

力。

界首构建“文化墙”
教育无处不课堂

记者
··

方志隆
···

通讯员
···

陈新萍
···

3月9日，在千岛湖某医院工作的董先生给环卫

工人詹君妹送来一面“拾金不昧 品德高尚”的锦

旗。

3月7日早上7时左右，环卫工人詹君妹在清扫

老电影院公共厕所时，发现墙角躺着一个鼓鼓的黑

色皮包。她上前捡起来一看，发现里面除了装有现

金外，还有市民卡、超市卡、加油卡、银行卡等物件，

当即让自己家人将钱包交至环卫所，请工作人员帮

忙联系失主。

环卫所工作人员辗转找到失主董先生。原来

失主一直以为钱包落在家里，如果找不回，那么多

的证件，还有一家三口的市民卡等等，补办相当麻

烦。钱包失而复得，感动之余，董先生要现金酬谢，

但被谢绝。

环卫工人风尚高
寻找失主还钱包

通讯员
···

童公平
···

记者
··

储珊
··

近日，12319城管服务热线接到了家住碧水花

园胡先生的求助电话。据胡先生反映，晚上八九点

钟，时常有刺眼、炫目的激光射灯从南景现代城方向

射向他家客厅，着实影响了他在家中正常休息、看电

视。

接到电话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展开了一轮电

话调查与询问。他们“按图索骥”，先后联系了环保、

住建等多家单位，最后在路灯管理所工作人员的提

示下，“锁定”了射灯管理单位某物业公司。

该物业公司负责人了解相关情况后，对酒店的

激光射灯出现污染扰民问题表示了歉意，并承诺马

上对问题激光灯进行关闭处置，同时调整其他几个

激光射灯设置方向，避免再次出现激光扰民问题。

激光射灯扰居民
城管马上解隐情

记者
··

李维维
···

临岐镇集镇入口的廊桥美化工作已基本完成，

将于近日“掀起盖头”，重新设置的灯光将使廊桥具

有别样的姿态。据该镇工作人员介绍，除了美化以

外，他们还将在廊桥上增加中药材的各种元素，进一

步浓厚临岐镇的中药材文化。

临岐廊桥再整容
特色元素味更浓

3月12日，方志敏纪念馆·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旧址管委会一行26人，来到淳安县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纪念
馆考察学习。在讲解员的引领下，考察团队先后参观了红军先遣队纪念馆、茶山会议旧址等，并瞻仰了红军坟。

通讯员 徐华健/摄

记者
··

程就
··

近日，两本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实用新型专利

证书》，送达千岛湖镇。两项专利的主

人名叫汪禄财。

编号号为ZL 2016 2 0925598

6的专利是一种建筑使用的下入式无

烟消防结构；专利号为ZL 2016 2

0923618.X的是一种地铁站的下入式

无烟消防结构。其中前者通过下出入

无烟梯道的设计，使整栋建筑的公共

平台成为安全的无烟空间，创造出火

灾发生时的逃生安全空间，有效降低

火灾发生后的烟雾和一氧化碳对人们

生命的威胁，提高灭火效率和财产安

全率，同时降低人们的恐惧心情，极大

地提高消防安全系数，可用于商场、学

校、办公楼、宾馆、居民楼等人流量大、

人口密度大的建筑内。后者则可大大

提高地铁站公共平台火灾发生时人们

的逃生成功率，极大提升地铁站的消

防安全系数，降低火灾对人们的危害。

汪禄财说，他平时喜欢关注时事

新闻，其中防不胜防的火灾和惨不忍

睹的场面，常常让他惊心动魄，牵魂萦

梦。他觉得，火灾虽无情，防范应有

形。因此多年前他就开始着手这方面

的研究。期间几经破折，多番实验，可

谓绞尽脑汁，终于“结成正果”。

令人惊奇的是，汪禄财并不是消

防专业人士，而是位于千岛湖镇明珠

路上的“柳泉书画培训部”的“掌

门”。他出生于屏门乡梅丰庄村，生

性聪慧，思维灵动，钻劲十足，少年时

即被当地乡邻称为“怪才”，青年时就

已在书法、画作、楹联、篆刻、石雕等

方面颇有建树，其作品被收入多部

“名人录”，曾受邀出席首届中国科学

论坛。按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堪称是

典型的“创新型人才”。多年来，他一

直热衷于研究发明，至今已取得“雨

雪气三蔽安全头盔”、“高效防尘过滤

器”、“带有活动颈垫的椅子”、“错位

方便保险锁”等40多项实用专利和

研究成果。其发明研究涉及农业、林

业、五金、环保、消防、医药卫生、文化

艺术等诸多门类。

涉猎诸多领域 破解消防难题

“发明怪才”汪禄财再获两项专利

通讯员
···

王琴丽
···

连日来，建设集团全员奔赴各项

目工地以及已建成的飘带、公园内，一

如既往呵护“孩子”般维护着集团建成

的各大公园的环境卫生。

明珠观光公园内，大家弯腰俯身

展开地毯式清理。除此之外，还分组

分段先后奔赴景观飘带芳菲隐珠段、

阳光水岸段、秀岛融情段以及各项目

在建工地进行环境卫生清理，并且边

清理边宣传，倡导大家共同维护淳安

生态文明环境。

建设集团
呵护“孩子”高颜值

记者
··

忆南
··

近日，市民徐先生反映：龙门隧道

墙壁上的广告牌有的破损得十分严

重，影响城市形象，还存在安全隐患。

接到徐先生的反映后，记者随即

赶到现场查看。两百余米的隧道两侧

墙壁上密集地安有众多广告牌，细数

一下两边对应各有11块广告牌，总共

22块。其中靠近隧道口的一块广告

牌，左上角铁皮与“幕布”已严重裂开，

可以看到里面发亮的灯管。还有另外

一块广告牌右下角也裂开并翘出来，

边上的铁皮锈迹斑斑。还有不少广告

牌四角处的螺丝钉已松掉，有的甚至

不存在了，人为一动“幕布”与铁皮就

会松裂。

“这两边的人行道也就一米左右，

两个人相对而过，身体总会碰到边上

的广告牌，如果手不小心碰到裂开的

铁皮肯定要受伤的，况且里面还有灯

管裸露出来。”看到记者的到来，徐先

生激动地说，路过的小孩经常对这些

广告牌的画面很好奇，有的还用手去

摸一下，万一裸露的灯管漏电就很危

险了。

采访中，一位接儿子放学回家路

过的家长告诉记者，隧道里的广告牌，

有的已破损很长一段时间了，一直没

有人修整。希望有关部门和广告商能

及时维修和处理。

龙门隧道
广告牌破损严重

汪琛
··

又到一年中的“3·15”。“买家电

送礼品”“购物满额送豪礼”……细

看这些促销活动，满就送、专场折扣

等促销方式应有尽有。面对促销活

动，有消费者认为，在“3·15”这天商

家搞促销买东西有实惠而且更让人

放心。但多数消费者表示，“3·15”

本应该是一个警示的日子，而现在

更像是商家为了获利大打促销牌的

日子。

与围绕“3·15”活动搞促销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由商家自己开展的，

真正关于质量、维权、售后等服务的

相关活动却不多，消费者权益日与

消费者密切相关，被用作营销看上

去无可厚非，促销与消费者维权也

并不矛盾。其实任何时候，消费者

都拥有维护自身权益的权利。“3·

15”作为消费者权益日被确立下来，

一是为了提醒消费者了解自己的权

益以及维护自己的权益的必要性，

二是警醒企业要把消费者的权益放

在首位，不能只要利润不要口碑。

企业、商家应该利用“3·15”进

行一些产品免费维护、电器免费检

修、讲解商品质量等活动，而不是把

重心都花在价格战上面。这样做不

仅符合消费者的需求，反过来还可

以增加消费者对商家的好感和信

赖，同样可以达到提高产品知名度

和赢得口碑的效果。

莫让消费者权益保护“变了味”

记者巡查

(上接1版)“国家工商总局开发

建设的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今天

已经正式上线，我教您怎么注册登

录，以后网购遇到问题就能随时通

过电脑、手机等多种途径进行投诉、

举报。”在服务点工作人员的指导

下，大伙儿纷纷拿出手机，一边扫二

维码，一边注册网络维权账号。此

外，香烟、名酒、人民币真伪鉴定服

务点的咨询人数也在不断增多，市

民只需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便可以

轻松查询鉴别方法。

“今天我们联合了卫计局、烟

草专卖局等 28家成员单位，设立

消费投诉服务点，集中受理举报投

诉，并向广大群众提供网络购物、

食品药品、互联网广告等在内的全

方位消费维权咨询服务。”县消费

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处主任姜

涛告诉记者。

据了解，为营造“3.15”活动氛

围，我县还启动了“网络订餐和小餐

饮专项整治”、“百名所长进商超，百

姓消费畅无忧”等活动，并结合行业

座谈、研讨、约谈等多种形式，开展

消费环境综合整治，提升群众对消

费维权工作的满意度。

我县举行“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