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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一晚，一直闹腾到次日凌

晨，临岐镇夏中村春晚总算活生生拉

上了帷幕。面对仍沉浸在“亢奋”之中

的村民，村党总支书记鲁结斌、村委主

任童根平“苦笑”着告诉记者，其实这

台晚会从头到尾都充满着“纠结”。

据介绍，其中的“纠结”主要集中

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节目超标”。受到上年村

晚组织有点匆忙的“教训”，去年村党

总支、村委会早早研究、布置，并将其

任务交给村妇联和文化干部。考虑到

许多青壮年尚在外地的四面八方忙碌

上班，组织工作有点难度，担心节目稀

少，更怕报者寥寥，因此，特别提醒要

动用一切方式加强联络、统筹。谁知

“村晚节目征集通知”一发出，马上就

出现“报名者蜂拥，参演者蚁集”的景

象。短短一个月时间，一千多人口的

山村，村民所报节目竟然多达四五十

个。当组织者考虑到时间限制，决定

将节目数予以约束时，却出现了报名

者为谁上谁下“吵”得不可开交的状

况。最后，经研究后采取了“能上都

上”的办法，总算“平息”了争吵。

其次是“答题超员”。根据策划，

晚会上安排了“文明知识有奖竞答”，

内容涉及十九大报告、县委全委会精

神、平安创建、美丽庭院、垃圾分类

等。为了防止答题“冷场”，村里事前

编发了相关“学习资料”。谁知，村民

们都认真做起了“功课”，个个“能说会

道”，以致竞答开始时，现场是“举手者

云，答题者众，命中者不计其数”，给主

持人和“颁奖领导”造成了很大“困

惑”。

再者是“范围超界”。按照常识，

村晚村晚，应该就是“村民的晚会”，谁

知节目单即将定稿时却出了状况，几

位出嫁到外地的“原村民”提出要上节

目，甚至几位来自分水、昌化等地的

“文艺爱好者”，以“有夏中村闺女嫁在

他们村”为由，强烈要求上台表演。一

番“据理力争”之后，村干部实在“情感

上过不去”，只得为他们开了“后门”。

尽管两位村干部在介绍中呈现无

奈的表情，但他们最后却说：“这是快

乐中的烦恼，我们内心是高兴的。”

平日里和和谐谐 表演时重重叠叠

夏中夏中““村晚村晚””从头到尾充满从头到尾充满““纠结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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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一，威坪镇汪川村沸腾了，由村里组织的“认竹归宗”系列大片隆重上演，红红火火闹新春。去年以
来，汪川村进一步做足“竹”字文化传承文章，挖掘整理“罗神竹舞”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新增了奔罗神竹马、拖
罗神竹龙、喝罗神密竹（粥）等三项文化活动。全村男女老少和周边村庄近3000人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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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日上午，浪川乡商会

正式成立，百余位浪川籍在外经

商人员和乡贤人士共聚浪川，一

同见证这一令人激动的时刻。

浪川乡商会成立筹划已久，

许多在外打拼的乡贤们一直期

盼着这一天早点到来。近几年，

浪川乡加大了对各村基础设施

的投入力度，浪川的乡村两级环

境可以说是发生了巨大变化，群

众呼吁已久的集镇至全朴道路

全线贯通。2018年，浪川乡更

荣膺浙江省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样板乡镇。随着浪川各项事

业蒸蒸日上和多年来社会各界

和浪川乡党委政府的长期筹备，

浪川乡商会终于正式开启新里

程。

成立大会上，浪川乡商会为

关心关爱家乡建设，主动为农村

留守儿童以及困难群众筹集爱

心捐助资金、慷慨解囊。此外，

为促进2019年消薄增收工作开

展，浪川乡与商会签署了乡政府

物业楼合作项目。

浪川乡商会在年味中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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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过后春运首个高

峰来得早，大年初二早6时许，县

内汽车客运西站、客运总站、轮

船码头，提着大包小包的人们就

开始多了起来，探亲、拜年、旅游

的人流纷纷赶往目的地，迎来了

我县节后首个春运客流高峰。

由于交通运输部门对节后

客流量预计准确，科学调度，加

上运管部门想法设法调集车辆

支援春运，春运高峰时，车站始

终有条不紊、忙而不乱。

据了解，大年初一，汽车客

运总站、客运中心、客运西站继

续开通了杭州、千汾线、千威线、

淳杨线、昌文线等地的客运车26

班，大大方便广大群众走亲访友

的出行。从正月初二开始，千岛

湖汽车客运总站配备充足的运

力、人力，几乎每天都要安排加

班车几十余班次，客运高峰时，

发车频率从平时4分钟发一班，

加密到2-3分钟就从车站发出

一班。初二这天，汾口、威坪、临

歧方向出行旅客较多，除了正常

71班次外，还加班17个班次。

全天客运北站共发送班次174

班，其中加班车17班次，安全输

送旅客3419人次。

经运管部门预测，随着学生

返校和务工人员进城时间的来

临，正月初六、初九和正月十六

将迎来春运返程的第二、第三、

第四个客流运输高峰。

客运站节后首个春运高峰来得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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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千岛湖旅游股份有限

公司按照《淳安县高危行业全面

推进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工作实

施方案》的要求，全面推进了安

全生产责任保险工作。

在推行安全责任保险工作

中，该公司主动与海事、保险等部

门对接，落实工作措施。截至目

前，已为公司860名从业人员办

理了50万元险额的伤亡责任险

及2万元险额的医疗保险。同时

为153艘各类船舶办理了船舶保

险，累计保险费用达260余万元。

通过推行高危行业安全责

任保险，旨在减轻企业负担、让

企业受惠，助力企业平安建设，

形成“保险+服务”工作模式，消

除企业后顾之忧，促进水上旅游

运输平稳发展。

千旅股份公司强化安全责任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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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夕，千岛湖农贸市场剑河农产品帮扶摊

位人气旺。据了解，作为“黔货出山”的一项帮扶工

程，千岛湖农贸市场从2018年10月引进贵州剑河

帮扶牛肉专柜，由淳安剑湖黔品贸易有限公司负责

销售，得到“淳安亲家”的大力支持。到去年12月底

就销售了65头，共计39000余斤。

剑河牛肉飘香气
淳安亲家出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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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纪念馆迎

来一批“特殊”的小客人，他们是来自千岛湖镇第三

小学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有秩序地参

观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纪念馆，十分认真地聆听

馆内讲解员的生动讲解。在庄严的烈士雕像下，少

年先锋队队员高举右手敬礼。

三小学生很特别
瞻仰先烈迎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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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发起的

意识障碍基础与临床转化高峰论坛在杭州召开。会

上成立了浙江省康复专科联盟第一个亚专科联盟

——意识障碍康复联盟。经过逐级严格审核，省内

共有23家医疗机构成为首批研究成员单位，淳安县

第一人民医院位列其中。

该院康复医学科是康复治疗设备先进、服务技

术项目较为齐全的专业康复治疗科室，以神经康复、

骨关节康复、疼痛康复为主。加入该康复专科联盟

后，将与全省各联盟成员单位实现“共建、共享、共

赢”，并通过临床服务、远程医疗、双向转诊、人才培

养、学科建设、科研合作、医院管理、精准康复等领域

的合作，在康复医、教、研方面共同进步、共同发展，

共同提升康复诊疗水平，进一步提高康复治疗效果，

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康复专科服务。

康复专科结联盟
县一医院又加盟

通讯员
···

方怡
··

记者
··

郑文彬
···

为保持千岛湖明净容颜，保障城区道路交通安

全，春节期间，县城管局联合交警、路政等部门开展

大规模机动车整治行动。

各部门协商明确重点整治时段、路段和违法行

为，“定点检查”与“流动巡查”双管齐下。整治行动

中，城管执法人员在千岛湖镇辖区渣土运输车、工程

车行驶较为频繁的路段设点，整治的重点为无证运

输，抛洒滴漏，偷倒乱倒，未按规定时间、路线运输等

问题。在责令违法行为人落实整改并对其实施行政

处罚的基础上，加强对驾驶人员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引导其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从源头管控扬尘污染，打

造整洁纯净的市容环境，一定程度上也预防了交通

安全事故的发生。

城管交警和路政
联合执法保春运

77、我县荣获美丽浙江建设工作考核优
秀县

据《今日千岛湖》2018年6月27日报道：

近日，省委、省政府下发了关于2017年度美

丽浙江建设工作考核优秀单位的通报，我县

荣获考核优秀县（市、区）。这是6月22日记

者从县环保局获得的消息。

78、我县入围首批“国民休闲旅游胜地”
据《今日千岛湖》2018年6月29日报道：

近日，从“2018休闲旅游发展与品质峰会”上

传来喜讯：淳安县成功入围“首批国民休闲旅

游胜地”，为我省唯一一家获此殊荣者。

79、爱德华·莫索尔诺贝尔奖医学生物
学实验室成立

据《今日千岛湖》2018年7月4日报道：7

月3日，千岛湖億美国际医学抗衰老中心首

席科学家签约仪式暨爱德华·莫索尔诺贝尔

奖医学生物学实验室成立仪式举行。县委书

记黄海峰与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爱

德华·莫索尔教授为实验室揭幕。县委常委、

常务副县长郑志光致辞。

80、我县荣获省全域疗休养发展十佳县
据《今日千岛湖》2018年7月4日报道：

近日，2018首届中国（浙江）疗休养产业发展

大会发布了全域疗休养发展十佳县（市、区）

和特色精品疗休养目的地（基地）的榜单，我

县获评全域疗休养发展十佳县，是杭州市唯

一获此殊荣的县（市）。

81、中国美院教学实践基地落户下姜村
据《今日千岛湖》2018年7月5日报道：

7月4日，中国美术学院教学实践基地授牌仪

式在枫树岭镇下姜村举行。活动现场，中国

美术学院的青年师生向下姜村赠送了《红船

缘》、《一张蓝图绘到底》、《那山那水那人家》、

《最多跑一次》、《梅花三弄》等原创影视动画

作品，与下姜村村民分享教学成果，助力我县

乡村振兴。县委书记黄海峰参加授牌仪式并

致辞。副县长商松懋主持揭牌仪式。

82、全县消薄增收工作现场推进会召开
据《今日千岛湖》2018年7月7日报道：7

月5日，全县消薄增收工作现场推进会在汾

口召开。县委书记黄海峰率考察团踏田野看

蚕桑发展，上高山学白茶致富，入商城听增收

经验，览花海观美丽经济。县委副书记董文

吉主持推进会。会议布置了全县消薄工作任

务，并与农商银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6家

镇、村、商会代表做经验交流发言。

83、我县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政策正式出
台

据《今日千岛湖》2018年7月7日报道：

日前《淳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既有住宅

加装电梯工作的实施意见》正式下文，并要求

7月29日起正式实施，这标志着淳安老百姓

期盼已久的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问题真正落

到了实处。

84、城乡危旧房治理专项行动提前收官
据《今日千岛湖》2018年7月10日报道：

日前，随着金峰乡山后村最后一幢C级危房

维修工程顺利竣工，我县2601幢涉及2762

户的农村C、D 级危房治理改造全面完成，

标志着该项工作提前收官。

汪川村汪川村““认竹归宗认竹归宗””闹新春闹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