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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道清平山湾小 却有绿色乾坤大

富文
“生态绿道”
助力乡村振兴
通讯员 王春芳 记者 王筱倩
··· ··· ·· ···
千岛湖镇向东驱车 20 余公里。
富文乡青田村被一片葱绿包围，这里
正是淳安县最早发展农家乐的村庄之
一。
“今年农家乐生意比去年好，一到
周末，民宿民居都是满房。平均月收
入 3 万元以上。”民宿民居经营主方顺
兰的声音中透着喜悦。在这个省级

3A 级景区村落，增收背后是整个“生
态绿道”的提升和民宿民居的转型升
级。
去年以来，富文乡正式启动乡村
绿道建设，将其打造成为连接村庄、景
区的“珍珠项链”，形成互联互通的建
设格局。同时，推动普通民居向特色
化高端民宿转化，相继实施民宿室外
配套工程、道路拓宽修整、村庄节点整
治、电力基础设施提升等项目，做优民

宿产业发展环境。
“沁恬漫居”
民居民宿在改造过程
中，把原来的标准间改成亲子房、商务
房、情侣房、花园房……可满足不同游
客的需求。同时，在庭院的左侧建立
一座长廊，右侧由原来的水泥地面改
成防腐木地面，旁边增设一个鱼池。
新 中 式 风 格 装 修 后 ，房 价 由 原 来 的
280 元每晚提至 560 元，价格翻倍，客
流量却反而更多，评价也更高了。
“刚

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我接待了 150
位游客，7 天时间净赚 6 万元。”负责人
王展鹏高兴地说。
政府投资撬动社会资本的效果也
很明显。至目前，富文乡已经吸引社
会投资 8600 万元，成功引进萝蔓世
家、淳雪居等精品民宿，狼行天下户外
素质拓展训练基地等体育休闲项目，
进一步完善了富文旅游产业链，形成
了
“小乡村大旅游”的格局。

通讯员 胡鹏飞 徐俊杰
··· ··· ···

水务宣传
进社区

青溪新城管委会大力宣传与动员，辖区内五个
行政村和 1 个社区 4393 张新市民卡全部制作完成，
目前已进入全面发放阶段。图为新城云村居民喜领
新版市民卡。

石林三村与商会
合力消薄结成对

近日，水务公司开展了以“指尖二
维码，普惠你我他”为主题的普法宣传
进社区活动。活动以用水安全相关法
律宣传为重点，开展“老童热线”进社区
服务活动，
并提供用水法律咨询服务。

通讯员 程信伟 摄

通讯员 王慧艳
··· ···
日前，石林镇举行“企助村快发展 村助企赢发
展”村企结对签约仪式，由石林镇商会牵头的 4 家非
公企业分别与棠高村、双西村、岭足村签订村集体经
济增收帮扶协议书。

一枝黄花又露面
威坪快速来亮剑

通讯员 方勇
··· ··
日前，威坪镇组织专门人员展开
“加拿大一枝黄
花”清剿工作，确保辖区环境和生态安全。据悉，
“一
枝黄花”1935 年作为观赏植物引入我国，是外来生
物，具有繁殖性强、传播性快等特点，与周围植物争
先、争肥，导致其他植物死亡，可谓是黄花过处寸草
不生，故被称为生态杀手霸王花。

“一创一治”布重兵
高压态势不降温

通讯员 郭仁娣 余新民
··· ··· ···
日前，交警大队组织全县警力再次展开
“一创一
治”集中统一行动。行动当天，六个交警中队全警出
动，分别在各辖区进行设卡查缉，严厉查处 14 类重
点违法行为，
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1310 余起。

汾口镇党外人士助力康美创建
通讯员 徐惺 记者 郑文彬
··· ·· ·· ···
10 月 31 日，在汾口镇祝家
村垃圾兑换超市，党外代表宋
奕汛一直在忙前忙后。
每周三来村里客串一把

“服务员”，已成为宋奕汛的常
态。除了帮忙村里垃圾分类、
垃圾兑换工作，宋奕汛还和其
他党外代表一样，帮助农户搬
运废旧竹筐、硬木条等，巧妙利
用这些废旧物品摆出造型、装

饰一新。
据了解，汾口镇党外代表
在镇党委政府的指导下，充分
发挥各自聪明才智，放弃节假
日休息，积极参与小城镇综合
整治工作。

礼让斑马线需要一种默契
龙山夜话
程就
··
“礼让斑马线”已成为千岛
湖畔的一道文明风景，但在日
常出行中人们不难发现，部分
市民走斑马线时,在车辆已经停
车让行的情况下仍会停下脚步,
想让车辆先走。这种“礼让”反
而影响了通行效率甚至“人车
关系”。
存在这种情况的行人多数
是独自一人在等待斑马线,可能
觉得让这么多车等着自己一个

人过马路,有些过意不去,所以
愿意让车辆先行。也不排除有
部分上了年纪的市民还是不太
习惯,愿意等着路上没车的时候
再走。还有可能是个别市民在
等待斑马线的时候走神了,没有
注意到车辆停车礼让才没有及
时通过斑马线,但是这种情况应
该是少数。
其实，这种车让人、人不走
情况的出现，主要还是因为司
机和行人之间的默契度不够。
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更应该互相
体谅,多站在对方的角度上考
虑。行人如果看到车辆已经停
车礼让了,就尽量快速通过斑马

线,让车辆能够顺利通行。而如
果有行人不走,司机可以向行人
挥手示意一下,提醒让其先行通
过,行人还是不走,车辆可缓慢
通过斑马线。
机动车过斑马线要礼让行
人，这不仅是一项基本礼仪，更
是一条法律。但同时行人也要
予以配合，在现今快节奏的生
活中，
“车让人、人快走”才是人
车共行最和谐的方式。
行人不一定都是司机，但
司机一定都是行人。换位思
考，将心比心，车让人、人快走，
就会形成自然而然的和谐场
景。

鸠坑茶地理标志农产品
亮相农交会
记者 义永华 通讯员 杨佩贞
·· ··· ··· ···
11 月 2 日，第十六届中国
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在湖南省长
沙市开幕，我县地理标志农产
品
“鸠坑茶”
首次亮相农交会。
“鸠坑茶”，唐代即为贡品。
“鸠坑种”
，
是首批认定的国家级
茶树良种之一。2017 年，
“鸠坑
茶”
顺利取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
志登记，
成为我县首个获得农业
农村部登记的农产品。
农交会会上，
“ 鸠坑茶”因
历史悠久的茶叶生产传承，得
天独厚的茶区自然环境，优异

品质基因的鸠坑茶种，
“叶肥耐
冲 泡、栗 香 味 鲜 浓 ”的 品 质 风
格，获得了展会领导和嘉宾的
一致肯定。
据悉，全县鸠坑茶生产面
积有 6500 公顷，占全县茶园面
积的 50%以上，茶园多位于林
木丛生、云雾缭绕、群山环抱的
山坡或丘陵地，遵循安全绿色、
生态循环的生产理念，坚持精
工 细 作 、传 承 传 统 的 炒 制 加
工。2016 年，鸠坑乡在杭州市
政府的支持下，开启了整乡打
造有机茶叶小镇的茶产业转型
升级之路，全力推进茶园禁用

除草剂、绿色防控、有机肥替代
工程，实施茶园的有机化栽培，
茶叶加工燃料清洁化、加工机
械连续化改造。
县农业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继续通过鸠坑种
优良单株选育与推广、茶园绿
色栽培推广、茶厂清洁化改造
等手段的应用，不断夯实产业
发展基础，并以茶文化传播、茶
餐饮创意、茶体验、茶园骑行等
方式拓展茶叶产业链延伸发
展，将鸠坑茶产业与文化、旅游
进一步融合，为建设“康美千岛
湖”助力。

宋村举行乡贤
恳谈会
记者 唐家凯 通讯员 汪婷
·· ··· ··· ··

11 月 1 日，宋村乡举行乡贤恳谈会，为本土未
来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近年来，该乡党委政府紧抓千黄高速历史性机
遇，突出“渔乐宋村 民宿云港”发展战略，着力打造
最具幸福感的生态宜居样板乡，成效明显。下阶段
将继续挖掘整合资源，着力宋村养老福地、实践基
地、
“网红”热地建设。同时，充分发挥乡贤的作用，
再创发展新局面。

留守儿童心仪
网红图书馆
记者 张婧 通讯员 邵帅
·· ·· ··· ··

近日，石林镇联合镇中心幼儿园，组织 20 余名
留守儿童参观新建的乡镇综合文化站——石林镇网
红图书馆，开展了一系列的体验活动。
在图书馆专设的儿童娱乐区内，孩子们尽情地
在其中玩耍，欢笑声不绝于耳。体验活动在增加孩
子们相互交流的机会的同时，也拓展孩子们的知识
视野。下一步，图书馆将增加自制烘焙、手工艺品、
DIY 彩绘等体验项目，寓教于乐，让孩子们在学习的
同时，还能培养孩子们的兴趣爱好，提高他们动手制
作的能力。

立此存照

三轮拖三轮，
三轮拖三轮，
车上再做人；
车上再做人
；
逍遥路上行，
逍遥路上行
，
一路堪惊魂。
一路堪惊魂
。

不文明行为曝光台

通讯员王国根日前
城郊某路段按快门。程
就配诗。

交法不遵循，
交法不遵循，
极易闯鬼门；
极易闯鬼门
；
劝君莫逞能，
劝君莫逞能
，
做个文明人。
做个文明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