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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园社区搬新家
服务设施顶呱呱

通讯员 王惠娟
··· ···
“西园社区搬新家啦……”日前，一个消息在朋
友圈引发热传。西园社区位于时光心宇 2 号楼，内
设有办事大厅、会客厅、谈心室、多功能会议室、文体
室、书画室、电教室和党建展示厅等，可谓设施齐
全。
“乔迁”当天，社区服务站、千岛湖口腔医院就开
设了一堂健康教育知识讲座。

制茶停电人心焦
姥山员工忙通宵
通讯员 徐爱梅 徐爱凤
··· ··· ···
4 月 9 日傍晚，姥山岛上雷雨大风，全岛遭遇停
电。 此时，正是岛上茶叶生产加工繁忙之际，尤其
是岛上知名茶人（茶农老赵）制茶正在紧张进行中，
几万元的茶青还在生产线上，
情况紧急。
姥山林场场长余启新得知后，立即发动岛上电
工及在场里值班的所有人员，
沿着岛上线路巡查，
穿
越树林、翻山越岭，
查找造成停电原因。天色从亮变
黑，又从黑变亮，在他们的努力下，终于找到了问题
所在：一部分线路老化。
“问诊”结束后，大家又马不
停蹄解决问题，
一直忙碌到了次日中午，
终于排除了
用电故障，
将老赵的茶叶生产损失减到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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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念做打有韵味 生旦净末是少年

杭州少儿戏曲终评大赛盛况空前
记者 汪苏洁 通讯员 詹浩然 童志荣
·· ··· ··· ··· ···

睦剧，为了表演好这次节目，大家都排
练了很久，希望有更多的人去喜欢这
个睦剧，让它继续传承下去。”来自千
岛湖镇第三小学的卢怡芳说，这次他
和小伙伴带来了淳安传统睦剧《春草
闯堂·戏官》，最终在比赛中摘得了本
次大赛金奖。
屏门乡是睦剧文化之乡，村民们
都有唱睦剧、听睦剧的传统习俗。近
年来，屏门乡因势利导，积极发酵传统
睦剧、板凳龙、绿狮等民俗文化基因，
力图把本乡文化做强、做大。
“ 此次借
这个平台，让睦剧之乡屏门更深入人
心，让更多的人认识屏门理解屏门，吸
引他们来屏门观光旅游，从而带动我
们屏门的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让百
姓增收。”屏门乡党委书记程剑明说。

4 月 13 日，
首届杭州少儿戏曲
“小
兰花荟萃”
终评大赛在睦剧之乡屏门精
彩开赛。来自杭州市各地的三十多名
颇具专业范的小选手们献上一场
“戏曲
文化”
盛宴。
“出了城，过了关，但只见山上的
樵夫把柴担……”表演这段《梁祝·十
八相送》中的祝英台的是杭州市实验
小学三年级的商依涵。一出场，她那
清亮温婉的唱腔赢得阵阵掌声。
“这个
小姑娘不错，你看那个姿势，小小年纪
基本功就很扎实，不容易。”舞台上孩
子唱得全神贯注，舞台下老戏迷欣赏
得也是津津有昧。
“我们一直都很喜欢

文旅融合耳目新 挺进中原结新亲

淳安
“国级非遗”亮相黄河之滨
通讯员 潘咏霞 李珊
··· ··· ··

阳三地文化走亲演出”
也同时开展。
四月的中原大地，春意盎然。牡
丹之城，国色天香。活动现场，锣鼓喧
天、竹马奔腾，睦剧之腔，牡丹之歌，响
彻云霄。精彩的演出高潮迭起、扣人
心弦、掌声雷动。
演出期间，淳安、郑州、洛阳三地
相关领导和文化馆的业务干部们还进
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座谈交流。淳安

4 月 9 日至 4 月 11 日，
淳安县两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睦剧和
竹马，应邀参加第 37 届中国洛阳牡丹
文化节
“非遗”
专场演出。与此同时，
由
淳安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郑州市
金水区文化和旅游局、
洛阳市老城区文
化和旅游局联合主办的“淳安.郑州.洛

文广旅体局相关负责人对千岛湖旅游
文化的融合建设进行了推介和宣传，
并向对方发出了诚挚的邀请。业务干
部和文艺骨干代表们也相互提问、畅
所欲言。座谈交流进一步加强了三地
文化旅游的共融与碰撞。本次文化走
亲不仅拉近了淳安、郑州、洛阳之间的
距离，增强了三地间的沟通与交流，更
打响了浙江“文化走亲”的品牌。据

4 月 11 日，王阜乡党员干部春季培训班在浙江
旅游职业学院千岛湖分校举行，
来自该乡机关、村两
委共 62 名党员干部接受为期两天的培训。培训内
容涉及乡村旅游、法律法规、乡村振兴、扫黑除恶和
基层党务等。

恒邦保安奉真情
乐当视障领路人

通讯员 吴锦平
··· ···
恒邦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保安保洁人员始终
信守“真诚服务”承诺，在积极完成好各自工作任务
的同时，对前来社保大楼办事的残疾人和行动不便
的老人就像亲人一样，送他们乘电梯、穿马路、上公
交等场景随时可见，
受到市民赞誉。

悉，为了让此次参演节目更加精彩精
湛，淳安县文化馆在原有竹马表演的
形式上进行了推陈出新，加班加点前
后精心准备了一个多月。
从淳安远赴洛阳，
此次淳安县文广
旅体局主动出击、
奔赴中原，
不仅向中原
大地展现了淳安民间的地域特色和艺术
水准，
更是淳安
“非遗”
走向洛阳、
走向中
原乃至走向全国的一次生动实践。

专家把脉助推
淳安非遗产业提升
通讯员 余娇艳 记者 章晶
··· ··· ·· ··

王阜党员进高校
基层党务共学教

通讯员 叶德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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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商仁灯、安上粉皮、临岐暖锅、梓桐玉米
馃……在 4 月 12 日举行的淳安县文化和广电
旅游体育局非遗产品开发设计对接会上,我县
共有 23 个非遗项目及民间手工艺项目集中亮
相。与会专家围绕非遗产品的推广和创新各抒
已见，为淳安非遗产业提升把脉支招。
活动现场，来自杭州市非遗中心、阿里巴巴
拿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专家们根据前期调研
摸底，结合淳安旅游发展实际，从文化消费、文
化教育、文化产品三个方面进行讲解，给参会的
30 余名淳安非遗项目传承人、手工艺人上了宝
贵的一课。

“亚运小镇”掀起
“太极热”
以“强身健体、助力康美”为主题的淳安县农村中老年群体太极拳普及培训班，日前在界首亚运小镇姚家村开
班。这是 2018 年淳安县社会公益创投项目，由淳安县善行助老服务中心负责实施。本次培训由淳安县武术协会
副主席、太极拳特级教练汪苏州执教。参加首期培训的五十多位当地村民积极性高涨，
观摩者更是蚁拥云集。
通讯员 郑新发 记者 程就 摄

领导干部
“查螺日”发动少儿参与
通讯员 郑溢洪 殷军 记者 王筱倩
··· ··· ·· ·· ···
日前，我县第十八届历史血
吸虫病流行区领导干部
“查螺日”
活动在汾口镇龙川小学和茅屏村
举行。县政府地方病领导小组办
公室成员单位工作人员和龙川小
学的师生，共 100 余人参加了活

动。
据了解，每年的 4 月 10 日，
我县地方病领导小组都会按照杭
州市的统一部署开展领导干部查
螺日活动。今年，县血防办响应
县委县政府实施
“破旧立新、思想
解放”号召，
一改往年只邀请领导
干部和村民参加的模式，组织领

导干部和小学生一起参与血防历
史学习、观看血防健教片，并实地
体验了查螺技术等环节。大家通
过在模拟钉螺点查找钉螺，增强
了对钉螺的认识并掌握了查螺技
术，让血防精神在下一代中埋下
了种子，达到传承血防精神，巩固
血防成果的目的。

城管尽心守护
千岛湖大道
记者 张婧 通讯员 詹扬帆
·· ·· ··· ···

由千岛湖镇至文昌镇高铁站长 6500 米、宽
20 米的道路目前已正式更名为千岛湖大道，进
入市政道路范畴，由此对道路监管提出更加严
格的要求。
县城管局高铁新区中队根据工作范围划定
各个区域，每天对高铁场站、文昌村、工业园区、
东北旅游码头等区域定点巡查，每组人员安排
一个负责人，确保责任落实到位。针对文昌镇
工程数量多、渣土运输车辆往来频繁的现状，县
城管局高铁新区中队着重对渣土运输车辆未覆
盖、遗撒，以及施工工地未冲洗污染路面等问题
进行查处，安排骨干力量及巡逻车辆对重点地
区进行日常巡查。

捕了几条小鱼 却已摊上大事
通讯员 方文杰 严一婷
··· ··· ···
近日，
姜家镇银峰村的余某为
了招待亲戚，冒出抓鱼添菜的念
头。为了吃上新鲜的野生鱼，
余某
明知是禁渔期，还是选择铤而走
险，
结果自己被
“捕”
入法网。
是日凌晨 2 点多，余某带上
电瓶、电鱼杆和网兜来到姜家镇
鲍家水头，选好点位便拿着电鱼
工具下水了。约莫十几分钟，网
兜里收获了不少，合计 30 余条，

都是棍子鱼之类的小杂鱼。正捕
得起劲时，余某发现有人向他走
来，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原来，
当地村民发现有人偷偷捕鱼，便
立即向渔政举报，渔政及派出所
工作人员随即赶来。余某被传唤
至派出所，电鱼工具当场被扣押。
据了解，该水域每年 3 月 1
日 0 时起至 7 月 31 日 12 时禁止
一切渔业捕捞作业。凡违反禁渔
规定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
业法》
《浙江省渔业管理条例》
《杭

州市渔业资源保护管理规定》等
法律法规予以行政处罚；构成犯
罪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
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
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等相关规
定，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追究刑
事责任。
余某因禁渔期非法电鱼捕鱼
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被立案侦
查，目前已被取保候审，案件正在
进一步办理中。

撤村建居有遗留，
撤村建居有遗留，
供水管道已断头；
供水管道已断头
；
经年累月水长流，
经年累月水长流
，
如此浪费让人愁。
如此浪费让人愁
。

立此存照
不文明行为曝光台

记者程就城区宏山
小区某处按快门并配诗。

节水不能光口头，
节水不能光口头，
小处不修没理由；
小处不修没理由
；
五水共治有要求，
五水共治有要求
，
职能部门须出手。
职能部门须出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