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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集团查隐患
防微杜渐保安全

通讯员 陈伟 洪彩霞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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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董不消亡 百岁手艺在传扬

“非遗大篷车”开进文化礼堂
记者 陈铭元
·· ···
日前，在枫树岭镇铜山村文化礼
堂内，一场热闹的大戏正在上演。礼
堂内上百位村民聚精会神地欣赏着台
上的精彩演出。演员们准确的唱腔、
熟练的演艺以及跌宕起伏的剧情，使
得整个表演惟妙惟肖、精彩绝伦。现
场观众或坐或站，个个兴致盎然。整
个文化礼堂被欢乐的气氛包围，仿佛
过年一般热闹。

村民们之所以对台上的演出如此
喜爱，是因为表演的节目正是淳安人
最熟悉、最喜爱的本地传统戏剧——
睦剧。睦剧是淳安特有的剧种，距今
已有 100 多年历史，也是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随着台上非遗演出的开
始，
“2018 淳安非遗进社区、进文化礼
堂”系列活动也正式拉开了序幕。
此次系列活动由淳安县文广新局
主办、淳安县博物馆（非遗中心）承办，
旨在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近日，建设集团组织市场安全员、电工等工作人
员，对城区 5 家国有农贸市场开展了为期一周的冬
季消防安检和整治活动。主要针对市场内的消防自
动报警、喷淋系统，
灭火器，
以及消防栓完好率、配备
率和市场内通道随意堆放、私拉乱接等现象进行
“地
毯式”检查，共涉及 4 大类 16 项安全隐患，为营造稳
定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提供了保障。检查活动中，
还通过现场面对面宣传，提高经营户的消防安全意
识，促进市场安全、有序、健康运行。

宣传展示淳安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独特
馃、葛根麻花、山核桃等淳安本地特色
魅力，增强全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美食供村民品尝。真正让村民体会到
护传承意识，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
了非遗绝技绝活演到家门口、非遗美
百姓日常生活。
食吃在家门口、手工艺品送到家门口、
在活动中，村民们不仅可以欣赏
非遗图片展到家门口的这份满足感。
到睦剧、竹马等精彩的非遗节目演出，
据了解，铜山村文化礼堂是此次
同时还安排了非遗实物展示区。在展 “2018 淳安非遗进社区、进文化礼堂”
系列活动的第一站，接下来还将在 8
区内，有介绍淳安各类非遗技艺的展
个乡镇的文化礼堂以及城区的一个社
板供村民了解，还有青溪龙砚、竹编、
区依次举行。届时，将有更多人能享
八都麻绣、王阜绣花帽等多种精美的
受到这份
“非遗大餐”。
非遗实物供村民观赏。另外还有苞芦

王阜乡百草园项目已见雏形

经过前期系列忙碌，王阜乡敬存仁
药企新的百草园项目雏形初现。
只要到王阜乡新合村大社自然村
村前田畈，边上新实施的百草园项目便
会映入眼帘。只见园子一头靠公路边，
已用青青的竹杆搭起了高高的门楼。
走进门楼，踏上园间铺设的弯曲小径，
由低矮木片作篱笆，或园或椭、挤挤挨
挨、凹凸相衔的几何形地块，据说已播
种下桅子、枸杞、白菊、百合、牡丹、杜
仲、天冬、枳壳、麦冬、桔梗、金银花、三
叶青、枚槐花、山茱萸等几十种药材种
子，上面都覆盖了保暖越冬膜。园中间
巨大的八卦形地块，则穿插栽种了紫菊
与茉莉等，待明年春暖花开、春华秋实
时，这个百草园，将给人们一片别样的
风景。
据敬存仁公司负责人透露，百草园
项目占地 20 多亩，已投入资金 100 多
万元，计划栽培药材上百种，目前已种
下药材五、六十种，其余明年开春再播
种。
通讯员 叶德喜

杭州来客褒西站
拾金不昧堪榜样
记者 程就
·· ··
日前，一位杭州游客找到记者，要求对千岛湖客
运西站乘务人员拾金不昧的高尚品德予以褒扬。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2 月 1 日，第二届“汾情
万种”民俗文化体验节如期进行，当天一大早，头晚
就从杭州慕名赶到千岛湖镇的该位小姜游客，就搭
上千岛湖客运西站的班车前往目的地。车子到达横
沿站时，
小姜准备先看望一位亲戚后在前往汾口，
但
下车时却不慎将一个装有 2000 元现金的信封掉落
在座位上。几分钟后，有乘客及乘务员发现了这个
信封，这是已很难联系失主，因此车辆返千后，驾驶
员范师傅和乘务员商女士就将信封交给了客运西站
有关负责人。
再说失主下车好长时间后才发现掉了钱包，心
急之下马上报警，请求查找。汾口派出所民警当即
赶往车站，通过客运西站至汾口的其他车辆展开寻
找后得知，钱包已上交至客运西站。小姜从汾口返
回千岛湖镇时，顺利地从千岛湖车站相关负责人手
中取回了钱包。对此，
她感激万分，
感叹不已。

平安巡防做到家
汾口活跃小喇叭
通讯员 徐惺 记者 郑文彬
··· ·· ·· ···
“各位居民朋友们，防火防盗防触电，出门关好
门窗，注意安全……”每天傍晚，在汾口镇大街小巷
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原来，
这是汾口镇的杨旗
“小
喇叭队”
志愿者们正手持小喇叭边巡逻边喊话。
据了解，
该巡防队中的党外干部由镇政府、县二
医院、各学校以及企事业单位中的代表人士参与，
每
晚安排 2 名党外人士代表于晚上 6 点半在杨旗社区
门口集中，持续一小时巡逻。主要参与对集镇上流
动人口、出租私房的清查管理，较大程度提高广大群
众的安全防范意识。

康复中心有热度
特殊儿童受呵护

记者 义永华
·· ···
日前，在淳安康复医院儿童康复中心，记者看
到，康复治疗师正在对垫子上的孩子进行一对一康
复训练。该中心承担着全县特殊儿童的康复、特教
和托养等工作任务，获得了广大患儿和社会各界的
认可。

城乡新闻

将一体化人行横道灯用到实处
龙山夜话
张婧
··
这两天，县交警大队在环
湖北路一家山水，世纪联华新
安东路店，金色阳光一期南门、
西南门及金色阳光四期大门五
处市民聚集路段，安装了一体
化人行横道灯。

一体化人行横道灯的投入
使用，主要是为了进一步缓解
城区交通拥堵，解决部分市民
聚集路段行人过马路和车辆混
杂相互影响的问题，保障行人
安全过斑马线。
但笔者发现，不少市民仍
不太了解一体化人行横道灯该
怎么用，仍旧按着老一套，看到
车少便直接过马路，有些市民
摁 下 按 钮 ，便 径 直 过 了 马 路

……
笔者认为，市民应该多停
停看看，在设有新型一体化人
行横道灯的路口，市民最好选
择在人员相对集中时按箭头下
方按钮申请过马路，并等候红
灯变成绿灯时快速通过。交警
部门应加大宣传力度，对一体
化人行横道灯的使用进行普
及，让一体化人行横道灯能更
好地发挥其作用。

千岛湖镇人大代表视察民生工程
通讯员 胡双英
··· ···
日前，千岛湖镇组织人大
代表对民生工程实施情况开展
视察。
代表们先后视察了宋佳坞
村视频监控网络改造提升工
程、老旧小区品质提升及背街
小巷改造、养老服务中心职工
宿舍改造工程、汪家村文化礼
堂建设、联丰村群益游步道及

顶呱呱开心农场建设等七个民
万居民受益。群益、汪家项目
生工程项目。
是 围 绕 汪 家 源“ 淳 果 小 镇 ”发
千岛湖镇养老服务中心项
展 定 位 而 开 展 实 施 的 ，按 照
目总投资 41.9 万元。改建后， “一镇三带多园”的发展思路，
既可以改善员工的居住条件，
重点实施“群益”第二产业带建
又可将原三楼职工宿舍改为养
设，服务好招商落地项目推进，
老服务床位，缓解老年人入院
重视民宿农家乐、来料加工等
难问题。投入 2500 万元的老
富 民 产 业 发 展 ，推 动 环 境 提
旧小区品质提升工程，对小区
升 、产 业 成 带 、农 民 增收。视
进行绿化修复，对小区道路等
察过程中，人大代表积极建言
进行维修平整，改造后将有 3.6
献策。

千岛湖海外海假日酒店
同心谋发展
“双爱”促和谐
记者 汪苏洁
·· ···

用爱惠人 用心留人

岛湖海外海假日酒店追求的
“员工关爱”。
“我现在是一名西厨房主
对后备人才的梯队建设，
管了，3 年的时间让我从实习生
对有发展潜力的基层人员重点
一步步到现在这个职位，酒店
培养，千岛湖海外海酒店尤其
给了我向上的台阶，让我看到 “不遗余力”。平时通过岗位调
充满希望的未来。”95 后的余宇
整、交叉培训等措施，为酒店储
聪是千岛湖海外海假日酒店
备人才；还致力于培养和吸纳
“雏鹰计划”培养员工之一，他
一专多能型人才，打造海外海
的成长之路，正是这个酒店“步
工程队伍，集团开展了专业技
步为营”的结果。
能人才的自主认定，以满足设
酒店业需要热情、愿意为
施设备维护保养要求及企业经
人服务的员工，同时，员工也需
营管理需求，考核评定合格的
要被关爱。一直以来，通过建
工程部员工可享受相应工种的
立和完善企业人才培养体系，
一专多能实操技能补贴，现酒
助推员工的成长发展，这是千
店工程部已有 6 名员工通过考

核。
“我们酒店给予员工关爱主
要有生活上的关爱和成长上的
关爱，
员工福利待遇我们一直想
办法提高。最重视的还是对员
工岗位成长上的关爱，
帮助员工
规划职业提升空间，
让员工能够
人尽其才，
通过提供外出培训的
机会，
定期请相关老师来酒店进
行讲课培训等一系列措施，
帮助
他们提升市场竞争力。”海外海
副总经理商持华说。
余宇聪现在做西餐已经不
再需要师傅时刻提点了，他正
朝着“康庄大道”走去，对自己
的未来之路充满信心。

大墅计生奖特扶
对象走访到位
通讯员 王鸿钢 记者 章晶
··· ··· ·· ··
近日，大墅镇 2019 年度计生奖特扶入户走访调
查工作全面展开，对初步确认的奖特扶对象进行逐
户逐人走访调查，确保对象不错、不重、不漏。
在走访的同时，工作人员还向群众讲解计划生
育利益导向政策，答疑解惑，使各项奖特扶政策家喻
户晓，深入人心。广泛宣传奖特扶制度的意义、条
件、扶助标准、申报确认程序等，使奖扶特扶制度家
喻户晓，确保把实事做好、做细、做实。
截至目前，该镇已完成对 17 个行政村 44 名奖
扶申请人的入户走访工作，为下一阶段计生工作的
有序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西阳村
“气务”
办理
“一次不用跑”
记者 江晓华 通讯员 徐婷
·· ··· ··· ··

“以后家里老人只管安心使用，燃气缴费啥的
就交给子女了！”日前，淳安杭燃燃气有限公司多名
工作人员，利用周末时间来到文昌镇西阳村开展现
场便民服务活动，为该村燃气用户提供开户、缴费、
保险办理、入户安检服务，并教村民学会网上“19
营业厅”自助服务，实现各项业务办理“一次都不用
跑”。
西阳村距离千岛湖城区较远，老年人偏多，年轻
子女又多在外地工作，而且老人大多不会使用微
信。为满足老百姓的切实需求，
淳安杭燃转变思路，
在做好现场服务的基础上，推出网上“19 营业厅”业
务微信平台，实现家中老人只管安心使用，燃气缴费
等各项业务办理全部交给年轻一代。通过这种方
式，很大程度上为偏远山区用户提供了便利，赢得了
村民的一致欢迎。
西阳村村民方瑞雯向记者表示，自从西阳村开
通天然气以来，燃气便民服务在逐步完善中。
“今天
他们来到村里教我们村民手机微信缴费，那我们在
外工作的子女就不用担心家里的天然气会欠费了，
老人一次也不用往镇上跑了，我们在手机上轻松一
点就搞定了。”
淳安杭燃燃气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西阳
村是我县第一个使用天然气的农居点，推出网上
“19 营业厅”业务平台办理各项燃气业务服务，既是
响应“最多跑一次”的号召，也是走进群众心坎里的
创新、贴心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