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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荆南杞梓，凤栖梧桐”

中国美术学院专业基础教学部毕

业生画展亮相梓桐镇艺术馆，80

余幅优秀作品首次与市民见面。

走进梓桐镇艺术馆，就被一

幅蝠美妙、奇特、精美的油画作品

所吸引，它们或讲述一个动人的

故事，或塑造一组丰富的景物，或

大胆构图拉近一个特写，都给人

留有极大的想象空间。馆内人来

人往，大家驻足作品前，仔细观

察、用心品味每幅作品的创意、布

局、色彩等，时不时用相机记录。

此次画展旨在纪念新中国成

立70周年、五四运动100周年以

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中国美术学院

组织基础教学部部分师生前往梓

桐镇用画笔为“书画小镇”艺术赋

能，为乡村振兴助力，不断丰富梓

桐艺术业态发展，挖掘梓桐镇人

文精神和历史文化，展现美丽乡

村风情人物。

“我们看中的是梓桐镇经过

几年循序渐进的艺术生态的打

造，如今已是一处艺术家们渴望

了解和希望融入进来的生态艺术

特点明显的美丽乡镇，学生来这

里无论是写生还是办展览，都能

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中国美术

学院老师邵蓓艳表示，本次展出

作品均为中国美术学院留校作品

中的精品，也是中国美术学院

2019年首次非校区下乡写生优

秀作品。

俏皮的点，灵动的线，饱满的

面，一笔一划勾画着大学生心中

的祖国，描绘着山河的五彩斑

斓。此次社会实践活动除展览之

外，中国美术学院师生还将考察

当地人文环境以及收集创作，用

手中的画笔，描绘千岛湖的美景，

展望美好的希冀，体会真挚的美

感。

据悉，8月，梓桐镇还将联合

《流行色》杂志社等举办全国公益

写生大赛活动，大赛以公益免费

食宿的形式，让更多的艺术爱好

者、在校大学生走进梓桐，走进千

岛湖，体验淳安风情。

中国美院画展首次
亮相梓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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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推进“六大攻坚战”

破旧立新“两高”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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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暑期，瑶山乡幸福村“研

学基地”迎来了30余位教师学

生，他们来自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将在此开展为期十天的暑期活

动。“研学基地”是村级集体共同

开发的消薄项目，也是我县发展

村级集体经济工作的一个缩影。

根据《淳安县消除集体经济

薄弱村实施方案》，2019年我县

80%的村即340个村总收入要达

到30万元，所有村即425个村经

营性收入要达到10万元。“消薄”

工作进入攻坚阶段，我县各地农

村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响应号

召，狠抓落实，积极探索农村集体

经济发展新路径，打响了一场声

势浩大的“消薄”攻坚战。

截至6月底，全县425个村

社共完成总收入11851.6万元，

同比增长15.89%；完成经营性收

入 4138.23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54.34%。其中，完成总收入30

万元以上的村126个，占所有村

社数的29.65%；完成经营性收入

10万元及以上村123个，占所有

村社数的28.94%。全县共有78

个村完成总收入30万元且经营

性收入10万以上，占总村社数的

18.35%。

如今的淳安，用“百花齐放”

来形容各村探寻产业增收之心最

为合适。各村立足自然资源、生

态条件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特

色发展，积极谋划寻找适合自身

的增收途径，探索多元化壮大村

集体经济的发展渠道。

在枫树岭镇下姜村，村东口

山坳处的猪栏餐厅迎来了一波又

一波的客人。这个可容纳400人

就餐、400人培训的古色古香的

新“网红打卡点”，是淳安千岛湖

下姜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后的首个项目。该公司由下姜村

村集体、村民共同占股，由职业经

理人负责经营，走出了资源入股、

产业富村、服务创收的增收新路，

乡村造血机制不断强化。

王阜乡闻家村、马山村等5

个村庄则以“抱团突围”的方式，

向人们展示了1+1>2的正面效

应。去年，位于王阜乡板桥村的

县委旧址教育基地正式投入使

用，为用好用足这一“红色阵地”，

闻家村、马山村等5个周边村用

沉淀资金投资建成板桥红色旅游

接待中心，出租后进一步提高了

村集体“造血”功能。

农村人最擅长“地里淘金”，

薄弱村要打好翻身仗，也离不开

这一方土地。里商乡每个行政村

落实发展20亩以上产业消薄基

地，发挥各村优势打造“一村一

品”消薄新路径；汾口镇44个村

发展农业产业党建基地450亩，

种植玉米、茶桑、大米、蔬菜等作

物，预计年收入300万元；金峰乡

在 11 个村建立“党建+消薄基

地”，并制定下发《金峰乡村级党

组织消薄基地考核办法》，破除党

员干部“等靠要”思想，促使大家

积极主动投入到消薄基地的日常

管理、苗种对接、市场销售中来；

屏门乡以山核桃林套种中药材为

突破口，做实做足“林下经济”文

章，今年新增“党建消薄基地”

700多亩，实现村集体经济和低

收入农户双增收……

用“消薄”工作补齐“短板”，

村级组织战斗力更强了，乡村治

理的物质支撑更有力了，群众致

富奔小康的劲头更足了……这

一场消除经济薄弱村的攻坚战，

让淳安的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

宽。

党旗引领打赢“消薄”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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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亩绿色白茶、千亩粉色桃

花、千亩彩色稻田、千亩中药材基

地，春种桃花夏赏荷，秋收稻谷冬

采药，传统的多彩田园为大墅镇

聚集了不少了人气。

今年来，“破旧立新、思想解

放”大讨论活动的展开，让大墅镇

上上下下动了起来，思考着如何

让大墅的明天变得更加美好。

借下姜村及周边地区优势，探

索与下姜差异化发展的乡村旅游

新引擎，“破传统产业发展观，立

‘文创+研学’发展新思路”，大墅镇

有了新思路。从传统的观光旅游、

文旅融合，进一步升级至文农旅相

融合，大墅镇用文创为旅游填充内

容，用旅游为文创带来流量。

思路有了，如何落实更是值

得思考的问题。结合下姜红色资

源以及绿水青山自然资源，大墅

镇进行“红绿”融合，对小微企业

孵化园一期进行改造，由原先发

展第二产业向发展文创产业、研

学产业转型。大墅镇还加强与中

国美术学院、浙江农林大学等高

校的交流，成立乡村振兴专家智

库，通过搭建校地合作平台、引进

艺术家工作室、完善青年创业机

制等方式，搭建起引智育才服务

平台。

思路好、行动快，大墅镇有了

大发展。以当代艺术涂鸦墙绘和

展览馆为核心，以首创的竹林迷

宫为辅助，以多元开放的建筑群

落和功能单元，多层次、多角度地

诠释艺术，让“自由野文创园”一

跃成为淳杨线上一个旅游新目的

地。文创园为大墅乡村旅游发展

注入新业态和新内容，为农特产

品包装营销提供新方案和新途

径，为大下姜乡村振兴所需的人

才集聚提供新空间和新平台。优

秀团队常驻大墅，让大墅的文化

氛围愈加浓烈，也让大墅镇乡村

振兴得到长足发展。

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的引领下，破立结合，大墅镇

未来可期。

多彩乡镇尽显“文艺范”

白鹭、溪水、荷花、彩色稻田……7月7日清晨，记者用无人机俯瞰大墅镇孙家畈村，发现白鹭在田间飞翔、清澈的溪水在流淌、荷花悄然开放、彩色稻
田里“70国徽”“大下姜”“喜娃”“蜜蜂”“肖猪”等图案和文字已初显田野，栩栩如生，好一幅田野山水画。据悉，这批“水稻画”将一直保存到10月份，期间
可供游客免费观赏。 记者 王建才 摄

记者
··

郭佳
··

通讯员
···

杨永娟
···

7月8日，里商乡村坑村显得

格外热闹，从全乡16个行政村选

拔出来的26名妇女组成的芝山

女管事志愿服务队在这里举办了

一个简短的成立仪式。

里商乡在宋时属仁寿乡，又

名为芝山，芝山女人勤俭持家、通

情达理、当家管事的传统一直流

传至今。为了更好地弘扬这一优

良传统，里商乡经过精心筹备，组

建了这支队伍。今后，凡涉及垃

圾分类、庭院美化以及清洁乡村

等具体事务，都成了女管事志愿

服务队的份内事。为此，她们还

将每个月的8号设置为“固定管

事日”。

简短仪式结束后，女主管邓

智英便开始分配一整天的任务，

“走进家里指导垃圾分类”、“协

助村民共同美化庭院”、“开展农

田河道环境大清洁”，26名成员

被分为三个小组，分别展开

行动。

周莉主动加入了庭院美化

组，她表示自己是开民宿的，天天

都在倒腾自己的庭院，庭院美化

有经验。在村头老方家，周莉一

行人展开了庭院大革命，废旧的

葱盆经过颜料的加工展现出了

“青葱文艺范”，遗弃的垃圾死角

被一一清理干净，摆上漂亮的盆

景，立马来了个大变身。

余钾女带着几个志愿者挨家

挨户上门指导垃圾分类。绿桶装

可腐烂垃圾，黄桶装不可腐烂的

垃圾。桶上绘制有对应的图案，

即便有些不识字的村民，也一眼

能看懂。桶的侧面，还印制着“三

级桶长”，姓名和电话都显示在上

面。陈春球老太太今年77岁了，

她笑着说：“电视里总书记都说

了，要垃圾分类。我原来一直不

会，这下子学会啦！”

“村坑村是县里出了名的小

渔村，一直都有外地游客慕名前

来。这几年在‘两山’理论的指引

下，县乡村三级把环境提升作为

头等大事抓，环境有了大改变。

现在有这些管事队伍的帮忙和宣

传，村民们都加入到生态保护的

队伍中，山好水美人亲，村坑村将

力争打造成为千岛湖的最美渔

村。”村坑村党支部书记方建新

表示。

固定管事日 村村有事管

里商乡有一支女管事志愿服务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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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新提拔县管领导干部

集中到龙山岛接受廉洁教育，通

过品廉洁文化、听清官故事、谈学

习体会等方式，传承廉洁文化，弘

扬清廉之风。在党员干部队伍

中，进行廉洁从政、反腐倡廉教育

很有必要。

心不廉则无所不取，心无防

则无所不为。加强党员干部的廉

政教育、增强抗腐防变的能力，是

防止腐败的重要基础。党员干部

要做到廉洁自律，就必须接受廉

政教育，从思想源头抓起，通过党

课讲廉、活动促廉、文化倡廉等方

面让廉政教育入脑入心，筑牢拒

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一直以来，我县高度重视党

风廉政建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新时代面临

新形势，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一些新情况、新矛盾不断涌现，党

风廉政建设也面临新的困难和挑

战，党员干部只有不断深入学习，

强化廉洁从业认识，才能使廉洁

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不辜负

党和人民的重托。

“公生明，廉生威”。党员干

部唯有廉洁自律，才能让旁人信

服，才能让群众信赖，才能为人民

所拥护，才能做好党员群众的带

头人。各单位要把廉洁教育作为

一项长期的工作来抓，坚持不懈、

持之以恒，绝不能毕其功于一

役。党员干部也要始终把廉洁自

律作为一种思想境界来提升，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权力

观，争当廉洁为公、执政为民、勤

廉兼优的好公仆。

切实加强党员干部
廉政教育
湖畔短笛

乡村如此多娇乡村如此多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