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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郭佳
··

通讯员
···

章新建
···

5号庭院的栅栏上悬挂着“感恩

总书记”的大红字样，墙上的小喇叭里

正飘扬着《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歌声；

7号庭院里，个个废弃的陶罐被装扮

成京剧脸谱；9号庭院的树枝上点缀

着五彩的音符和吉他、笛子、电子琴、

萨克斯等各类乐器，一位妙龄少女正

弹奏着古筝……

这是记者5月10日在姜家镇木

旺村举办的“打造音乐主题院落，奏响

姜家幸福乐章”庭院创意大赛上见到

的情景。

为充分发挥木旺村在推进“美丽

庭院”创建工作中的引领、示范作用，

巩固提升全镇“美丽庭院”创建成果，

姜家镇组织28个行政村、10个驻镇

部门组成的38支代表队，与木旺村的

38户家庭结对参与此次庭院创意大

赛。大赛前半个月，姜家镇先后在木

旺村举办了美丽庭院创建培训暨垃圾

分类动员会、“大手拉小手”美丽庭院

动员会，并提前准备好扮靓物资，倡导

旧物利用，环保装扮，创新扮靓。

大赛由县妇联、姜家镇、县人大代

表、县政协委员等组成的评委组挨户

上门，对38个美丽庭院进行评分验

收。记者在评分表上看到，此次评选

由“现场打分+长效附加分”综合组

成，现场得分由评委按干净整洁、美观

协调、节约环保、变化明显、创意实用、

音乐元素等进行打分，确定现场得

分。评委组现场打分的分数占此次评

比的60%。根据种植花草成活率、庭

院保持等进行后期督查，两个月后再

次进行评比。此次分数占40%，两项

总和为最后得分，产生一等奖3名，二

等奖6名，三等奖 10名，参与奖若干

名，分别给予一定数额的资金奖励，同

时授予“美丽庭院示范户”。

“这次美丽庭院创意大赛，是为下

一步我镇推出的‘最美家庭’、‘最美办

公室’、‘最美商户’三美评比活动的一

次前期预热，目的是为了推进城镇和农

村环境综合治理，优化农村人居环境，提

升农民生活质量，积极服务乡村振兴。”

姜家镇副镇长张世中对此直言不讳。

门庭乐声悠扬 院落四季皆景

姜家镇美丽庭院很是“拉风”

通讯员
···

江琦军
···

为让更多的淳安文学爱好

者能够看到淳安本土的文学作

品，5月 11日，县文联举办了

《千岛湖》杂志赠阅活动。

《千岛湖》杂志由县文联主

办，刊登的作品多为淳安本土

作家所写。上世纪八十年代以

来，该杂志一直坚持用文学作

品讴歌淳安的发展，目前已发

行75期。本次赠阅活动以作

者见面、现场朗诵等形式展开，

受到到场的文学爱好者和学生

的欢迎。据了解，今后，县文联

将陆续开展类似的活动，将优

秀本土文学作品推送给广大文

学爱好者。

县文联举办《千岛湖》杂志赠阅活动

浓情五月，淳安青少年活动中心充溢着甜蜜感恩。在中心老师的指导下，孩子们做着牛轧糖，从制作到
包装聚精会神，只为给自己的妈妈制作一份甜蜜的节日礼物。小朗读者班的孩子们深情演绎了诗歌朗诵《献
给妈妈的诗》，声乐班的孩子们用质朴的歌声唱响了经典歌曲《世上只有妈妈好》，英语班的孩子们精彩朗诵
了一首《慈母颂》，孩子们以最简单、最朴实的祝福来传递对妈妈的感恩。 通讯员 洪女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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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泰隆银行“浓情五月·甜蜜感恩”母

亲节系列活动温馨举行。

一大早，20多个家庭小手牵大手，沿着滨湖路从

淳安中学走到南苑社区。一路上，孩子们给母亲提着

水杯，谈笑着前行，享受美好的亲子时光。在南苑社区

活动中心，孩子们把象征母爱的康乃馨献给母亲，说一

句“妈妈，我爱你！”此外，银行工作人员还为大家送上

防电信诈骗、反假币等金融知识宣传。在泰隆银行营

业大厅，还开展了母亲节贺卡DIY活动，小朋友发挥

想象，制作属于自己的手工贺卡送给母亲。

泰隆银行促和谐
甜蜜感恩母亲节

记者
··

章晶
··

地道的原生态，酸甜的好味道。近日，临岐覆盆

子走出大山，走进杭州联华华商集团世纪联华超市

华商店、世纪联华西湖文化广场店、世纪联华庆春

店、世纪联华航海路店、世纪联华莲花店等商超售卖

推广，成了杭州市民果篮里的“新宠儿”。据了解，今

年进杭城是一个试点，如果认可度高，明年还将考虑

到上海、江苏等地“吆喝”，进一步助力农民增收、推

动乡村振兴。

临岐山中覆盆子
杭州城里成“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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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母亲节，淳安县“爱之翼”86名志愿者

走进中洲镇余家村敬老院，为那里的“妈妈”们开展

了一次主题为“感恩母亲节 情暖敬老院”的献爱心

活动。志愿者为老人们清扫房间、整理床铺、理发、

按摩、修剪指甲，并和老人们亲切交谈。欢乐的笑容

挂在每一位老人的脸上。

爱之翼连敬老院
母亲节里情相伴

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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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允乾
···

田兴旺
···

5月12日，县城区医院的白衣天使，在农林村大

坞山自然村度过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护士节。活动由

野外采摘、景点游览、野外烧烤三部分组成。护士们

还游览了千姿百态的仙姑洞，参观了明朝朱太子墓，

游览了古色古香的淳安苗寨。白衣天使们在“野外、

野菜、野味和野趣”中度过一个快乐且有意义的节日。

城区医院众护士
大坞山上度节日

张婧
··

当电动车在机动车道上肆

意飞驰，当汽车在非机动车道

上向非机动车步步紧逼时，行

路似乎变得有点难。

与之相关，《交通安全法》

有相应的处罚机制。机动车在

非机动车道行驶属于不按照规

定车道行驶，记 3 分，罚款 100

元。电动车占用机动车道一样

是会受到相应的处罚；非机动

车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

上，不靠车行道右侧行驶的，处

警告或 5 元以上 50 元以下罚

款；非机动车不按交通信号灯

规定通行的，处警告或5元以上

50元以下罚款……

不难看到，在不少路段，机

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之间没有

明确的间隔，这也给了互相占

用车道以机会。

为解决此问题，应首先在

硬件设施建设上做文章。施划

电动车、燃油助力车的独立车

道（可与自行车合并车道），避

免电动车、燃油助力车与机动

车、行人抢道，确保机动车、电

动车、自行车、行人各行其道。

同时加强对电动车、燃油助力

车驾驶人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和

交通文明规范教育。严格交通

执法，尤其是在城区出行高峰

期，在各主要交通路口及容易

发生拥堵的重点路段，交管部

门应增加警力，加强交通执勤，

现场指挥，引导人车各行其道，

依次放行，防止任意加塞、抢

行、抢道、占道，避免交通事故

的发生。

各行其道让行路不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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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了解到，2019年

千岛湖镇城区“小区零直排”改

造工作正在持续推进中。在去

年完成高志弄、知丰小区等十个

小区“污水零直排”试点建设的

基础上，今年计划将千岛湖镇剩

余的48个老小区全部进行改

造，实现“污水零直排”全覆盖。

经过前期的动员大会、经验

总结交流、技术交底、现场摸排

勘察等一系列准备工作，水务工

程公司2019年千岛湖镇小区

“污水零直排”工程工作小组目前

已正式进入现场施工。据了解，

此项目实行分批进场施工，首先

进行改造的是李家巷、排岭北路、

向阳巷、木材公司、碧云天、东方

花园、长运新村、风暴巷区块、金

岗殿、批把园十个小区，分四个区

块，由四个班组同时进行，预计在

6月底完工。48个小区改造将在

今年11月底全部完工。

该项目主要任务是对雨水

及污水管网进行疏通清淤，对检

测已经发现缺陷问题的管网进

行合理整治，对雨水污水混接管

道进行改造，将小区内住户的阳

台废水、生活污水与雨水彻底分

离。通过新建或改装污水管道

进行全收集，将其纳入市政污水

主管网。项目实施完成后，将真

正实现“污水零直排”，雨污分

流，由此改善老旧小区居民的生

活环境。

城区污水零直排建设工程
全面实施

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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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立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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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励志”，成为5月12日举行的青溪初

中家校共建活动的关键词。

当篮球场上的全体同学深情地望着家长的眼

睛，对自己的家长说声“谢谢您”，然后牵起家长的手

一起缓缓走向塑胶操场主会场时；当家长出乎意料

地收到自己子女精心自制的小礼物时；当家长欣赏

到孩子们带来的《感恩父母》诗朗诵，或是接受学校

对2018学年第二学期“最受师生喜爱的学生”、“学

习效率最好的学生”“学习进步最快的学生”等各方

面表现突出的子女进行表彰时，家长们热泪盈眶。

各班班主任、任课老师和学生家长一道分析了家校

共建的宗旨和落实步骤。家长还与班主任、科任老

师进行了充分沟通和交流。

青溪初中
家校携手助励志

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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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良志
···

记者
··

郑文彬
···

化肥袋、铁质饮料罐、酒瓶、农药瓶可以直接卖

给村里，一次性杯两杯烟蒂兑换食用盐一袋，3斤废

塑料制品兑换洗衣皂一块……

自深入实施清洁乡村、治污运维、垃圾分类和公

厕革命等工程以来，鸠坑乡乳洞村村庄环境得到显

著改善。但在公共区域，仍能不时看到烟蒂、果皮纸

屑、塑料包装等零星垃圾，严重影响了视觉感官。为

此，乳洞村开始着手实施垃圾回收制度，充分调动村

民积极性，让大家共同参与垃圾回收工作。村委会

将回收利用的废品卖到收购站，用以购买食用盐等

用于兑换的日用品，不够部分由村里补齐，所花的钱

远远低于原先雇人集中清理整治的经费，而且效果

非常好，真正形成了良性循环。

乳洞村“鸡毛换糖”
新风扬

为取松明动刀时，

棵棵大树被凌迟；

登山步道此景象，

让人汗毛也发直。

青少年活动中心“童心感恩”

记者程就昨日千岛湖登

山健身步道按快门并配诗。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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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苏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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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明月
···

近日，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城东中队对辖区道路

两侧的灯箱广告集中开展拆除整治。

该中队在前期排查中，发现一些灯箱广告部分

陈旧破损，文字模糊，大小参差不齐，安装杂乱无章，

而且还带电作业，既影响城市形象，又存在极大安全

隐患，便首先对其进行了拆除。目前，已拆除灯箱广

告110个，其余还在拆除中。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将继续从严管控各类指示灯

箱、落地灯箱、线杆侧招、LED闪烁灯箱和可移动灯

箱设置，确保辖区整洁、安全。

城管全面清理
“问题”广告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