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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岛湖传媒中心 2018 岗位业务技术比武获奖作品

老篾匠端上了
“铁饭碗”

记者 王筱倩
·· ···

“哧”的一声，长长的竹条在刮
刀上一划而过，瞬间变成了又薄又
滑的竹篾，卷曲的竹屑轻飘飘落在
水泥地上。10月27日，
在大墅镇桃
源凌家驿站竹匠工作室内，
55 岁的
余允省手指灵活。篾片在他皲裂如
树皮的手里，
更显得光滑如丝。
“我 15 岁开始做竹编学徒，贫
苦年代，这个手艺还是吃香的。”在
余允省的记忆里，自己当了 3 年学
徒、2 年伙计，打好了做篾的基本
功——开竹破篾。一手握刀，一手
扶 竹 ，一 刀 下 去 ，碗 口 粗 的 竹 子
“啪”一声脆响，劈刀夹在竹缝口顺
势下推，竹节随刀而开。
“刚开始手
用多了，
晚上吃饭端着碗都在抖。
”
“那时候觉得做篾够吃饭，就
是可以走一辈子的路。”然而时过
境迁，找余允省上门做篾活的人渐
渐少了。随着经久耐用的金属制
品和便宜实惠的塑料制品出现，传
统竹篾器具慢慢淡出市场。余允

省虽然没忘了这门手艺，但也渐渐
不再常做。
直到 2016 年，随着淳杨公路
的开通，乡村旅游的兴起，竹编再
次改变了他的生活。在大墅镇政
府的支持下，他成立了“余允省竹
匠工作室”。当年，首次参加镇里
举办的竹制品大赛，他创新编制的
竹篷船就夺得一等奖，在网店被人
高价拍走。随后他又用竹子做了
自行车，获得
“创意千岛湖”手工艺
品设计大赛银奖，一展出就被人预
订购买了。
几十年做工下来，余允省练就
了看一眼竹制工艺品图片，就知道
怎么做的本领。他还善于思考，空
闲的时候就会琢磨做些新花样，陆
续创作出与传统实用性相比更具观
赏性的渔船、宝塔等竹编作品。如
今，
余允省不仅有了固定收入，
还让
游客对传统手工技艺有所了解。
余允省说，对于现在的生活他
很满足，
也希望通过他的努力，
让竹
编这门老手艺能够继续传承下去。

大墅村老年食堂暖胃又暖心

记者 邵建来
·· ···

刚出锅的红烧肉、新嫩的茄
子、爽 滑 的 粉 丝 汤 ……10 月 27
日上午 10 时 30 分，大墅镇大墅
村老年食堂里饭菜飘香，40 多位
60 岁以上的老人齐聚于此，享受
可口菜肴。
“今天有菜有汤，搭配挺好
的。”大墅村麦坞自然村 73 岁老
人方苏莲急匆匆地从村里来料加
工点赶来，
“ 子女不在身边，老伴
已去世，家里就我一个人，自己烧
冷清，这里离家方便且有伴，同时
3 元钱一顿便宜，饭菜味道也不
错。”自村里老年食堂开张以来，
方苏莲便是这里的常客。
在现场照看的老年食堂负责
人方盛彩介绍，大墅村现有人口
1800 多人，分布在 6 个自然村，
其中 60 岁以上的老人达 400 多
人，目前很多年轻人外出打工，剩
下老人看家，日子久了，问题出来
了，有些空巢、独居老人连吃饭都
得不到保障。
为了解决老人最基本的生活

问题，2016 年，大墅村建起了老
年食堂，主要照顾那些有困难或
是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按规
定，食堂每日供应中晚餐，每餐配
菜一荤两素，餐费为 70 岁以上老
人每餐 3 元，80 岁以上 2 元，90
岁以上 1 元，以“政府补一点、村
里贴一点、自己出一点”的方式开
展运营。
为了让老人餐餐吃到新鲜
菜，开张之初，老年食堂便选择镇
里一家信誉良好的菜店作为供应
点，
有效保障配菜供应。
来吃饭的老人多，菜的咸淡、
饭的软硬成为了食堂重点关注的
问题。
“我们的食堂主厨烧饭菜有
一手，
原先她都是帮着掌厨村里大
大小小的红白喜事，
有经验着呢。
”
方苏莲和身旁的老人纷纷夸道。
“大墅镇一直以来都有尊老、
爱老、敬老的优良传统，镇党委政
府要把办好老年食堂的实事作为
体现党和政府关心民生、提高群
众幸福感的题中之义，让老人安
心、亲人放心、社会称心。”该镇相
关负责人表示。

孙家畈村民宿演绎诗和远方

记者 张婧
·· ··

眼下正是瓜果飘香、稻浪推涌
的时节，这几天，大墅镇孙家畈村
的听松、秋岭等几家民宿，一批批
客人正纷至沓来，给这个宁静的村
庄添上几分活力。
10 月 27 日，秋岭农庄的主人
方光有夫妇俩一大早就忙活了起
来，摘菜、洗菜、打扫卫生，灶上用
小火炖起了土鸡，扑鼻而来的香味
让人食指大动。老方笑眯眯地介
绍道：
“ 今天有一批从杭州来的客
人要来我们农庄，这不，我们俩一
大早便忙活了起来，自己养的鸡、
鸭，还有菜地里种的菜，都是自家
的，好吃，健康。
”
来自杭州的孙先生一行人一
踏进秋岭山庄的大门，便看到了桌
上摆的满满当当的菜，放下行李便
大快朵颐起来，稚童手拿只大鸡腿
啃得津津有味。孙先生满足地说：
“平时工作忙，这不，我们几家人约
着带孩子出来散散心。一进秋岭
农庄就给我们一种家的感觉。”孙

先生介绍道，等会他们打算带着孩
子们去爬爬公山尖，看看彩色稻
田，等到晚饭前再去老方的菜地里
摘点农家菜。
走进乡村田野、体验农耕文
化、享受采摘乐趣的田园游越来越
受到时下都市人的喜爱。越来越
多的游人来到孙家畈村，在民居民
宿里过上一天他乡的生活，寻找诗
和远方。
据了解，大墅镇孙家畈村依托
淳杨线开通、绿道经济战略推进、
《下姜及周边地区乡村振兴发展规
划》等有利契机，大力推进彩色农
业、观 光 农 业 ，实 现 农 旅 融 合 发
展。孙家畈村的旅游有限公司和
听松民宿管理有限公司也相继成
立，孙家畈村乡村旅游、民宿产业
正蓬勃发展。
孙家畈村党总支书记余苏明
看到村里的大发展，满意地说：
“我
们土地流转了，彩色农业、民宿产
业发展起来了，环境美了、游客多
了、收入越来越高了，我们孙家畈
村也越来越好了。”

“妙手”让庭院
“生花”
孙家畈
“美丽庭院”亮点纷呈

“点亮”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 “舌尖”上的幸福晚年
——文创让乡村更美好
记者 汪向芸
·· ···

记者 叶青
·· ··
“看！这是在舂米。”
“ 哈！还
有翘翘板在动呢。”……10 月 27
日上午，在大墅镇孙家畈村 82 岁
的余养金老人家门前，我们被庭院
一角的竹制“小水车”吸引住了。
原来这是老人参与乡村美丽庭院
创建的
“得意”之作。
“这小玩意花了我整整半个月
的功夫！年纪大做不动农活，搞美
丽庭院找点事干，很开心的。
”面对
众人的啧啧称赞，余养金脸上绽开
了笑容。院子里，经他
“妙手”设计
妆扮，一部加工龙须草席的木架升

格为旧物什的
“展板”
：遂安县土地
锅，在她的
“妙手”里变身为种养水
房产所有证、旧时粮票、棕毛蓑衣
植物的别致器皿……在他们的示
……地地道道成了一个
“寻得见乡
范引领下，农户们“八仙过海各显
愁”的美丽庭院，原来“美丽庭院”
神通”，风格迥异的装扮，让孙家畈
的元素不只是花花草草。
村的美丽庭院创建工作变得亮点
在孙家畈村，像余养金老人这
纷呈，在今年一季度全县美丽庭院
样的“妙手”还有很多。有着 46 年 “PK”赛上，该村完美胜出。
竹编手艺的余苏建，用精湛的竹编
成绩背后凝结的是基层干部
技艺装点庭院，处处透着
“精品”
气
的心血与汗水。五十多岁的余士
质；酷爱根雕的老党员余发根，在
球作为村里的妇女干部，分管美丽
用根雕装饰庭院之余，不忘把“永
庭院创建工作，平日里除了作好示
远跟党走”
“不忘初心”等铮铮誓言
范引领，每天抽空到村里转悠，宣
记刻在创意小品上；还有村妇联主
传、鼓动、指导，有时还会领着一帮
席余士球，算得上废物利用的高 “巾帼志愿者”上门帮农户拾掇妆
手，一只从垃圾箱里捡来的旧电饭
扮院子。
“农村里生活习惯不一样，

起初也有不理解发牢骚的……”
现
在看到很多农户有了转变，余士球
打心眼里感到高兴，
“现在有 90 多
户家庭参与创建！”
孙家畈村的美丽庭院创建工
作也得到了大墅镇的肯定，作为今
年全镇的一个示范点，这段时间很
多村子都组织到孙家畈参观学习，
包括明年准备开展美丽庭院创建
示范工作的凤山村。据了解，在凤
山村之后，大墅将在全镇各村全面
铺开美丽庭院创建工作，届时，会
有越来越多的农户庭院像孙家畈
村一般亮点纷呈、妙手生
“花”
。

一
“管”到底 污水一滴也
“跑不了”
记者 江晓华
·· ···
最近，支付宝的
“中国锦鲤”在
网络上火了起来，总结起来就是
“运气好”。而在大墅镇的桃源凌
家村，污水终端回用池里的四条
“中国锦鲤”
也成了村民眼中的
“大
明星”。不过，这四个“明星”代表
的可不是
“运气好”
，而是农村污水
运维带来的实在成效。
10 月 27 日，
在桃源凌家村，
一
座“迷你小花园”般的污水终端处

理池吸引了记者的目光。看到记
者，正前往地里干活的 68 岁村民
凌道献对记者表示，这个终端池是
“金玉其外，内有乾坤”。他说的
“内有乾坤”就是在回用池中存活
了近一年之久的四条锦鲤了。据
了解，2017 年该村抢抓污水运维
示范村建设机遇，投入 100 余万元
对全村的洗衣台板和接户、管网、
终端设施进行了提升改造，
新建 80
立方米动力池、
350 平方米生态塘、
60 平方米人工湿地，
实现了农村生

活污水一“管”到底。经终端池处
理的水质达到了城镇污水处理厂
一级 A 标，
使得对水质敏感的鱼儿
得以欢快畅游，
这就不足为怪了。
大墅镇生态办负责人余田军告
诉记者，除了污水一
“管”到底极为
重要，管理上如何一
“管”到底也是
十分关键。据介绍，大墅镇农村生
活污水管理已全面实施网格化管
理，构建了以行政村为基本单元的
三级污水运维责任工作格局，而且
镇里、
行政村、
运维公司也分别设立

了三级责任人制度。在日常工作
中，无论镇里、村里还是运维公司，
都会定期不定期地进行巡查，发现
问题第一时间在专设的微信群中反
馈并及时处理。这样一来，两个一
“管”
到底，
污水一滴也
“跑不了”
了。
“今年以来，我们一共接待了
20 多批客人前来考察学习”。余
田军难言自豪地说，目前桃源凌家
村的污水运维不仅成效位居全县
前列，而且已然成为村内一道休闲
的靓丽风景。

大墅镇乡土人才带动创业致富
记者 邹楚环
·· ···
10 月 27 日，在大墅镇凌家桃
源驿站的竹制工作室里，竹编艺人
余允省正在剖竹，赶制一批竹编品
订单。以他为主要加工人员的这
个竹编加工销售点，已经成为大墅
镇乡土人才培育点和乡土人才创
业示范点。
如何挖掘本土的乡土人才？
如何发挥乡土人才的技术、技能？
大墅镇结合本地特色在乡土人才

培育上走出了一条
“两结合”之路。
“大墅镇近几年在乡土人才的
培育上，一方面把乡土人才技术技
艺与乡镇本土的农民培训和学校
校本教育结合，做好技术技艺的传
承；另一方面，也让乡土人才培育
与产业发展相结合，使更多乡土人
才成为创业的带头人，发挥乡土人
才对乡村振兴的助推作用。”该镇
分管乡土人才培育的负责人介绍。
余允省所在的竹制品加工点
就是这样的乡土人才培育之路的

具体实践。作为大墅镇竹制工艺
的乡土人才，余允省每周都要到镇
里的中小学给孩子们上竹艺课，
并
按照乡镇农民培训课程的统一安
排，不定期到周边的村开展竹艺制
作的指导。
与此同时，余允省所在的竹制
品加工点还对外承接订单，制作竹
编品出售。
“今年，我们镇里也计划
加大对这个竹制点的扶持力度。”
该镇分管乡土人才培育工作的负
责人说，
“ 镇里打算成立一个竹制

社，让更多乡土竹匠加入进来，既
能让他们相互学习、提升技术，又
能提高生产能力，接更大的订单，
带动增收。”
目前，
大墅镇在竹制品加工、
彩
色稻田种植等方面均以这样的方式
在推动乡土人才的培育。另外，
为
了鼓励更多人参与到乡土技能的学
习、
传承中，
大墅镇正在酝酿制订相
关鼓励政策，鼓励已有的乡土人才
带徒弟、
传技术，
促使更多农民能依
靠 乡土技能、
技术创业致富。

水 池 不 大 ，大 约 3 平 方 米 左
右，4 条锦鲤正自在地游弋着。10
月 27 日，记者在大墅镇桃源凌家
村的污水终端回用池里竟然见到
了近期刷爆朋友圈的锦鲤。
“都说养鱼先保水，
这些锦鲤养下
去已经快一年了。
”
大墅镇桃源凌家村
级监管员说，
“我们镇里有一个固定的
运维工作日。每个运维工作日，
我都
会先来看看这些锦鲤状态如何。
”
据了解，为确保农村治污设施
真正实现“三分建、七分管”和“建
好管用、群众满意”的目标，
大墅镇
积极探索治污运维管理新办法，
将
每周二固定为“运维工作日”。每
周二，大墅镇生态办将全镇 17 名
村级监管员召集在一起，通报前期
的考核情况，动员部署本周运维工
作。简单的动员会后，各村污水运
维监管员便在这一天开展运维检
查，做到发现问题，当即解决问题。
桃源凌家运维监管员凌养生一
直在考评中位于全镇前列。这一
天，他和往常一样，穿着工作服，
手
持运维工具，挨个打开窑井盖检
查。一路上，
他发现有井盖破损的、

沉渣过多的，
都会立刻拍下照片，
上
传至
“大墅镇治污运维监管小组”
微
信群，
请运维公司及时抢修。
全镇大约 3800 多户接户管，
他们每天抢修的主要是终端、管
网、接户，一般问题的抢修都要在

村民巧手扮出美丽庭院
记者 何柳青
·· ···
毛竹围起的杂物间、鹅卵石
垒起的花坛中花草摇曳、小型竹
子水车随流水而转、轮胎秋千前
后摆动···
·
·
·10 月 27 日走进大
墅镇孙家畈村，村里的各个角落
都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自今年 4 月份开始，
孙家畈村
开展美丽庭院活动，共 90 户参赛
家庭。大家结合各自特色，
就地取
材设计出一个个微景观。漫山遍
野的毛竹，被做成一件件手工艺
品，
或搭成杂物间。各色形状各异
的石头做成花坛、搭成桌子、垒成
假山。除了劈竹垒石，
村民们还开
动大脑，想着法子把废物变成宝
贝。在村妇联主席余士球的家中，
本打算丢弃的轮胎成了秋千，
旧瓦
片变成了装饰墙、
废弃的锅碗瓢盆
也种上了鲜花和绿植。
“你看这个水车，我花了半个

月的时间才完成。后面还有个假
山，有点像公山尖。正好放在门
口原本用来堆杂物的角落。”今年
82 岁的余养金满脸笑容，正在展
示自制水车插上电后如何在水流
的推动下转起来。自美丽庭院活
动开展后，打理自家的小庭院已
成为他的日常消遣。
怎么样让花卉走进农家院
落？怎么样让脏乱的农家庭院变
得整洁干净？该村妇联主席余士
球告诉记者，
“村里为每户参赛家
庭 置 办 200 元 的 鲜 花 绿 植 。 此
外，村里还成立了巾帼志愿队。
我平时有空便会在村里转悠检
查，指导农户装扮庭院，帮他们出
点子。除了种植花草，卫生死角
的打扫也必不可少。”大墅镇孙家
畈村美丽庭院活动的开展树立乡
风文明，使村民观念改变。一大
批美丽庭院扮靓农村，为农村发
展注入新活力。

留住记忆
“荒芜村”变身
“文创村”

大墅镇创新设立运维工作日
记者 郭佳
·· ··

10 月 27 日，记者来到了位
于淳安县大墅镇洞坞村破茶坞自
然村的“隐香西院”。据悉，这是
大墅镇 2016 年招商引资的项目。
该项目是由淳安籍客商余卫
星和上海房筹天下共同出资打造，
总投资约5000万元。谈起为何在
此处投资建立这个文创村落项目，
作为创始人的余卫星也不由感叹
起了与这里的不解之缘。2014 年
左右，
他来到大墅镇儒洪村参加当
地民俗活动，
路过大峡谷附近被当
地的风景所吸引，
一路来到了洞坞
村，
看到了这片闲置的农房。这就
是现在隐香西院的前身。余卫星
是一位新安文化的热爱者，
多年来
收藏了大量明清以来体现新安文
化的老物件。这次
“偶遇”的小山
村让他有了一个想法，
要用这些老
物件在这里打造一个充满山居特
色、
饱含当地文化和新安历史文化
的修学劳作之地。
如今，走进这个隐于半山腰

的村落，门口可见“隐香西院”四
个大字，10 栋红土墙的民居有着
淳安原生村落的外貌。它们根
据功能被分为了新安文化馆、书
画馆、中医馆、儒学馆、禅修馆、
麻绣馆、瑜伽馆等。来自全国各
地的美学、手作、养生等文化创
意者聚集到这里都能找到自己
喜爱的一片天地。当初那个闲
置的小山村，如今旧貌换新颜，
用它清静、山好、水好、空气好的
自然之美吸引了人文之美的停
驻。文化创造美好，美好乡村的
建设需要文化，将新安文化、当
地乡村文化与自然结合，满足了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同时推进了当地文化产业提质。
记者了解到，杭州隐香西院
文化创意村落项目目前已完成 8
幢房屋的室外维护及部分室外基
础建设，计划于明年五一前后正
式对外开放，项目建成后将成为
淳安首个以新安文化为背景的体
验式文创村落，是千岛湖畔首个
康美文化创意村落。

24 小时之内解决。大墅镇运维站
负责人余利民告诉记者。
“为不断深化农村治污运维工
作，大墅镇实行一村一监管、一天
一微信、一周一重点、一月一考核
以及一年一表彰的’五个一’制度，

确定每周二为固定污水运维监管
巡查日。这极大地提高了监管员
的工作积极性，成为了农村治污工
作强有力的抓手。该制度实行一
段时间以来，也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大墅镇生态办相关负责人说。

记者 江晓帆
·· ···
古朴的庭院，
原滋原味的土房，
淳风十足的物件，简约的室内布局
……10月27日，
记者来到大墅镇洞
坞村破茶坞自然村，从走进隐香西
院文化创意村落项目的第一步起，
浓郁的
“新安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各种老淳安元素不断闪现，仿佛时
光倒流，
“穿越”
到淳安的旧时光里。
曾经人去楼空，韶华不再的村
落，如今正变身“文创村”，未来还
将开出朵朵
“文创花”“
。安静，空间
独立，古朴自然的破茶坞村犹如世
外桃源。”隐香西院项目负责人余
卫星告诉记者，他第一次路经此
地，就被这里灰溜溜的土坯房和古
朴自然的风貌所吸引。
“ 这些建筑
是我们新安文化体系中遗存的典
型代表之一，若不加以重视保护，
任之消失，实在是太可惜了。
”
作为
“新安文化”的研究、爱好
者，2016 年，淳安籍客商余卫星与
上海房筹天下共同出资收购，定名
“隐香西院”，挖掘淳安原生村落文
化，打造淳安首个以新安文化为背
景的体验式文创村落。
为了确保
“淳风淳味”，隐香西

院利用洞坞村破茶坞自然村这一
转移集聚闲置村落进行整体打造，
将现有 10 栋红土墙房打造成各具
特色的高端文化村落。整体设计
坚持破旧修补、传统农耕装饰，在
原始生态基础上构建而成，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相融。10 栋房都有不
同名字命名：新安文化馆、中医馆、
儒学馆、禅修馆、展览馆……
“希望通过文化创意村落项目
的打造，一方面传承我们优良的新
安文化，另一方面为众游客提供一
个休养生息，归隐之地。”余卫星看
着眼前生机勃勃的新村落，觉得自
己的愿望正一步步实现，同时觉得
大有可为。
据悉，隐香西院项目在实施过
程中，还吸引了全国的美学、手作、
养生等文化创意者集聚，各种康美
文化创意不断涌现。
借山而居，乡居归隐。下棋、
作画、品茶、瑜伽……感悟自然与
万物，不久后，市民和游客就可体
验到这向往已久的乡居生活。记
者了解到，隐香西院项目目前已完
成 8 栋房屋的室外维护及部分室外
基础建设，整个项目预计在 2019
年
“五一”
期间建成并投入使用。

记者 义永华
·· ···
“明烟来啦”，
“ 民生早啊，今天
中 午 吃 啥 ？”，
“茄子粉丝红烧
肉”……10 月 27 日上午，秋日的阳
光暖洋洋照在大墅镇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院子里，82 岁的郑明烟和 80
岁的余民生，一见面就聊上了，幸福
的笑容洋溢在红润的脸上。
余民生一个人独居在家，儿子
女儿都在外工作。自从养老服务
中心的老年食堂开办后，他每天都
来吃饭。
“ 以前一个人在家，孤孤单
单的，自己烧点菜吃些剩饭，现在

每天都有新鲜的菜和热饭吃，还可
以跟其他人聊聊天，日子过得挺好
的。”余民生说，从家里到养老服务
中心走路也就 10 分钟，还能锻炼
身体。
在日渐富裕的社会，如何让农
村
“空巢老人”享受到改革发展的红
利？前年，大墅镇将废弃的幼儿园
改造成了集老年食堂、娱乐、阅览室
等功能一体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而且为了让老人们在食堂安心吃
饭，大墅镇在养老中心不远处建设
了一处来料加工点，为周边老人提
供生活收入。

拼接、打圈，不到 2 分钟，73 岁
小憩，悠哉乐哉。养老服务中心负
的方苏莲就把一个绿色的塑料花架
责人方盛彩介绍，老年食堂不仅供
做好了。
“ 现在的生活真是好，饭都
大墅村的老人使用，其他签订协议
不用自己做，还能吃到热乎的，你
村的老人也可以来，每天大致有 60
看，这是我自己带的碗，待会就到食
余人来吃饭。对一些行动不便的老
堂打饭吃。”方苏莲乐呵呵地说，自
人，养老服务中心还免费上门送餐、
己一个人在家，一天两顿中饭和晚
量血压、搞卫生等服务，让老人足不
饭都在养老服务中心的食堂解决，
出户也能快乐养老。
只需花 6 元钱，而做一天来料加工
中午 10 时 30 分，养老服务中
有三四十元收入，有时间还可到园
心的老年食堂里饭菜飘香，欢声笑
子里散步、晒太阳。
语不断。老人们吃着热气腾腾的饭
在养老服务中心的旁边有竹博
菜，聊着家常，温馨惬意，快乐享受
园和林博园，曲径通幽，鸟语花香， “舌尖”上的幸福晚年。
老人们饭前喝饭后都可在园内休闲

石头缝里
“涌”出的山泉水征服上海
记者 周雅婷
·· ···
谁也没有想到，在大墅镇洞坞
村，选取自石头缝“涌”出的山泉水
被上海市政府选为接待外宾专用
水。
10 月 27 日，记者慕名来到洞
坞村谦牧山泉厂区。负责人陈美清
正拿着水质检测仪检测水质。清澈
的 山 泉 飞 流 直 下 ，对 于 鉴 定 出 的
TDS 数据，陈美清十分自信。
“ 看这
次的数据是 6，这里的水质基本上
是非常稳定的。
”

TDS 指 的 是 溶 解 固 体 总 量 。
值越高表示水中含有杂质越多。
“美
国总统特朗普喝的一款挪威山泉水
TDS 数值是 50 多，我们比它低了近
10 倍。”
陈美清骄傲地说。
这份骄傲和自信来自于对当地
生态环境的信任。位于海拔 500 米
高山上的取水口，经流之地都是高
山岩体，是天然的完美过滤器，97%
的森林覆盖率保留了每一滴山泉水
的清澈和纯净。
“真正的山泉水是从石头缝里
涌出来的，老天爷给多少，我们就取

多少，哪怕是停工 3 个月，我们也不
会肆意夺取。”
陈美清告诉记者。
怀揣着对大自然敬畏之心，谦
牧山泉用品质征服了高端水的市
场。高品质也吸引了上海华东医
院、上海儿童医院等医疗机构的注
意，纷纷伸出橄榄枝。
眼下，公司正在积极进行扩建，
全部建成后，年销售产值达 3000 万
元。
水厂的 30 多名员工，有 25 位
是当地的村民。以往他们农忙时收
庄稼、打零工。如今在家门口每月

最高能拿到 6000 元工资，比之前翻
了一番。
村民们或许不知道，作为优质
水源地，在淳安，卖的不光是水，还
有优质的生态。近年来，淳安把水
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引导水
饮料产业迈向高端。
2018 年 1-9 月份数据显示，以
农夫山泉、谦牧山泉、千岛湖啤酒为
代表的 23 家水饮料企业相继提高
产品附加值，抢占高端市场，实现主
营业务收入 71.58 亿元，成为淳安
利税贡献最大的支柱产业。

份经济合作社和杭州种业集团签
订 了 一 份 长 达 20 年 的 合 同 。 这
297 亩稻田换了承租者后，合作社
每亩每年能获得 900 元租金，其中
800 元 直 接 发 放 给 农 户 。 考 虑 市
场变化，村里还和杭州种业集团约
定，每亩的租金 5 年一议，决不让
农户吃亏。
孙家畈党支部书记余苏明告
诉，明年这片彩色稻田能给村集体
经济带来近 3 万元收入，同时为村

民增收近 24 万元，其“产出”将再上
一个台阶。此外，稻田
“出租”之后，
每年 6 月到 10 月种水稻，11 月到次
年 5 月种油菜，这些农作物的培管，
也能解决村里一批劳动力。
一片稻田，三项收益。除了集
体和农户活动经济效益外，其特有
的
“怪圈式文艺范儿”也为乡村旅游
加了不少分。记者了解到，由于前
景明朗，此番稻田换租方案在村民
代表大会上早已得到一致通过。

彩色稻田迎来丰收季
记者 方俊勇
·· ···
10 月 27 日，大墅镇孙家畈村
一旁的彩色稻田里谷穗低垂，一派
丰收景象。村党支部书记余苏敏的
脸上也露出欣喜之色：这片“出租”
的稻田今年将为村民带来 14 万斤
的优质干谷，而明年此时将带来 26
万元的综合经济收入。
孙家畈村种植彩色稻田源于
2016 年 。 村 民 将 农 田 流 转 给 村

里 ，村 里 再 将 农 田“ 出 租 ”给 一 家
粮 油 公 司 。 每 年 秋 收 之 后 ，这 家
公司将部分收成作为租金返给村
民，从开始的每亩 300 斤干谷，如
今已增加为每亩 500 斤干谷。三
年来，不但村民有了稳定的收益，
稻田本身也成为了村里一道靓丽
的风景线。
为了充分发挥农村资源的效
益，孙家畈村着眼于消薄增收，又
有了创新之举。前不久，该村的股

孙家畈
“美丽庭院”扮靓乡村
记者 姜智荣
·· ···
家家户户门前有个小院落，各
具特色的装扮，四季变换不同的风
景……今年，大墅镇孙家畈村再掀
“庭院革命”。自 4 月起，92 户“美
丽庭院”渐渐撩起神秘面纱，成为当
地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10 月 27 日，千岛湖传媒中心
近 40 名记者在孙家畈村，沿着村路
徐徐前进。四周青山环绕，村东枫
林溪经村而过，已经改造的庭院错

落有致分布着，他们风格各异、各有
杂乱，现在经过改造，变漂亮了，也
特色，让途径的记者不禁放慢脚步，
干净了。”村民余发根乐呵呵地说，
欣赏这番别样风景。
“你看门口种着的野菊、三角梅、紫
原本杂乱无章的柴火堆变成了
罗 兰 ，还 有 兰 花 …… 看 着 心 情 就
新颖的家风墙，随处可见的毛竹子
好！”
变成了精致的工艺品，废弃无用的
美丽庭院刷新了乡村“颜值”，
轮胎变成了快乐的秋千……82 岁
也愉悦了村民。大墅镇文化员王鸿
退休老党员余养金正在自家庭院里
钢告诉记者：
“ 以前‘清洁乡村’，让
摆弄着花费半个多月、自己构思、自
村庄整洁、干净，现在‘美丽庭院’，
己制作的小竹水碓，水车碾米、坐跷
让村庄美丽动人，村民心情舒畅。
”
跷板，又为自家庭院添上了丝丝趣
据悉，孙家畈村的
“蜕变”
，要归
味。
“ 原来院子里破破烂烂的，堆放
功于大墅镇去年开展的
“美丽庭院”

创建工作。孙家畈村根据
“洁化、序
化、绿化、文化、美化”五个标准，村
民自愿自发参与，村委、妇联指导，
对 92 户庭院进行改造，使村庄环境
得到有效提升，农户的居住环境得
到极大改善。
“我们发起这场
‘颜值’革命，不
仅要给村庄带来美丽‘蝶变’，孙家
畈作为
‘下姜及周边地区振兴发展’
9 个核心村之一，还要吸引游客前
来观光，促进村集体经济消薄和百
姓增收。”大墅镇镇长余旭权说。

竹篾匠喜遇老朋友
记者 刘波
·· ··
大墅多山，山上多竹。10 月 27
日一早，凤山村老篾匠余允省像往
常一样，背着工具，来到桃源凌家竹
匠工作室。刚坐下，就进来一位干
部模样的人，几句寒暄后，两双大手
紧紧握在一起……
来人想请篾匠做一张竹席，问
过价后，沉吟了一下，说：
“ 贵是贵
点，值了，老家编的竹席就是凉快。
”
老余忙问：
“ 你老家是……”两
人的对话旋即变成热络的家乡方
言。
几句家乡话，勾起昔日情。原
来，来人叫陈华春，是杭州人事局的

干部，两人的父亲一起参军，一起退
伍。余家田多，70 年代，余家经常
借粮食给陈家，帮一家老小度过难
关。
陈华春哽咽着说：
“当年你家帮
了我们家大忙哦……”老篾匠的眼
泪滴落下来：
“ 现在日子好了，咱不
提从前了……”
虽然老篾匠家的田多，但家有
六个兄弟姐妹，日子也很艰难。老
余没读过书，15 岁就开始学竹匠，
三年学徒、三年小工，六年后讨上老
婆，凭着好手艺日子过得一天比一
天好。
时代的列车飞速向前，好像眨
眼间，塑料制品就开始流行起来，

请老余做竹物件的乡亲越来越
少。不得已，老余做起了泥瓦工，
背井离乡到工地上打零工。但不
管生活如何艰辛，每天晚饭后，他
都要拿起竹条，编上个把小时，心
里才舒坦。
谁也没想到，二十年后，老篾匠
的春天又来了。2015 年，随着淳杨
线的开通，地处深山的大墅镇突然
热闹起来，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
来，看见老篾匠屋里的竹篓、竹篮、
竹吊床，爱不释手，不管多钱都要买
走。
老篾匠的竹制品名声大噪，供
不应求，自家一亩多的竹林根本不
够用，邻居家的竹子都被他用个精

光。得知这个情况，镇里特意在桃
园凌家驿站给他建起工作室，配专
人为他网上销售，订单像雪片一样
飞来，生意越来越红火。
老篾匠的眼里盛满了笑，他对
陈华春说：
“ 别看我一个大字不识，
但也是乡里的人才哩，每个星期都
要给镇上的小学生上两节竹编课，
城里的大学生定期来工作室学竹编
技艺……”
听说老蔑匠过段时间要到滨江
国际学校给学生上课，参加浙江省
森博会，还要牵头成立大墅镇竹制
品协会，陈华春高兴地说：
“ 到时候
我一定回来给你的协会剪彩，咱老
哥俩再好好喝两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