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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文明行为曝光台

立此存照

1960年

5月24日 新安江水电站3号水轮发电机组投

产。

5月26日 中共中央通知上海局、浙江省委、华

东协作区委，中央同意水利电力部党组关于新安江

水电站由上海统一管理的报告。

是年 淳安县累计外迁库区移民39875户，计

163262人。至此，库区70米高程以下的移民全部迁

移完毕，库底清理亦符合要求。

1961年

年初 浙江省民政厅设置移民办公室，具体负

责移民安置事务。

1月31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携夫人

康克清视察新安江水电站。

3月30日 新安江水电站5号水轮发电机组投

产。

是年 共移民1358户5704人。

1962年

1月6日 为加强对新安江水库的统一经营管

理，根据中共浙江省委的决定，新安江经济开发公司

成立，统一经营管理整个库区86万亩水域及周边

64.4万亩国有山林。

7月 浙江省政府民政厅首次对配置专职移民

干部的比例作了规定：凡安置移民1万人以下的县，

每1500人配置1名移民干部；安置1.3万人的县，每

2000人配置1名干部；安置3万人以上的县，每2500

人配置1名干部。与此同时，还另行规定：移民迁出

地区的淳安县，可按上述比例再增配干部5名。移民

生产、生活困难较大的桐庐、开化县，各增配干部2

名，浙江省共计编制移民干部141名。

1963年

3月18日 周恩来总理批准新安江水库电站对

外开放。

5月 新安江库区连降大雨，水位剧升，102米

高程以下待迁移民11213户49160人仓促后靠，上

山搭棚逃洪。

9月22日 新华通讯社首次报道新安江水电站

发电的消息。

10月12日 淳安县双溪公社移民洪兆璋等150

人联名写信给中央，反映移民安置中存在的问题，中

央将来信批转浙江省政府民政厅，后由杭州市民政

局会同淳安县移民办实地调查，并写出调查报告，在

省、市有关部门领导的重视下，得到了妥善解决。

10月25日 29个国家的驻华外交使节一行63

人，由外交部副部长黄镇陪同，参观新安江水电站。

是月 淳安县人民委员会向浙江省政府民政厅

报告，库区移民复建新房的实际造价比移民原房折

价标准（12元/平方米）高出4.19元，要求给予差价补

贴。次月，浙江省政府民政厅批复，同意按2元、3元、

4元、5元4个等级，酌情予以相应差价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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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4辆绿色旅游大巴缓缓驶

进了里商乡石门村，来自杭州、上海、

绍兴等地的150多位小游客在古乐声

中鱼贯下车，享受着“状元还乡”的礼

遇，感受了传统迎客仪式的新奇。

尔后，“小精灵们”或到茶园体验

采茶、小溪里摸鱼，或去文化礼堂跳竹

马、看非遗展览，过足了瘾，乐开了

花。原本冷清的“经济薄弱村”骤然成

了暑期夏令营网红村。

村民眼中曾经的“穷山恶水”,真

正变成了金山银山。“以前觉得这些就

是不可能的事。现在越来越多的城里

人跑到乡下来了，他们非常喜欢这里

的山货。今天，我一大早都在做新鲜

豆腐，城里的小孩子平时吃不到。多

亏了现在好的政策和村两委干部的努

力，给农村带来了希望”。村民叶世

红说。

据村党组织书记叶世广介绍，石

门村距离乡政府还有20公里，过去

通往村里的道路弯曲、狭窄、不规则，

极为偏远。因为路窄地偏，村民渐渐

外出定居，在村的人口越来越少，村

庄的经济发展一度停滞不前。近年

来，我县“六大攻坚战”战鼓隆隆，其

中消薄增收是重头戏，摘掉“经济薄

弱村”帽子被提上了日程，这让叶世广

很激动。对石门村来说，要想壮大集体

经济，盘活山林资源是唯一的出路，两

年来，该村不仅利用“林权抵押贷款

投资”的办法，获得了集体公益林补

偿收益权质押贷款230万元，还合理

利用贷款投资项目，获得了稳定的

收益。

山林消薄的思路一打开，村里经

济发展的路越走越宽，村委主任叶映

红通过跟旅行社对接，为村里拓开了

乡村夏令营旅游的好路子，此后还将

有多批“都市儿童团”进山体验，山沟

沟的绿水青山正逐步演变为“金山银

山”。

“破旧立新”开脑门“消薄增收”有窍门

150多位都市小游客钟情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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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市民向城东城管中队巡查队员报告：新

龙门隧道有一老人走路突然昏倒在地。队员赶到现

场后第一时间拨打了120，并根据所学的应急救护

知识疏散人群同时展开急救。据了解，老人是由于

血压高突发昏厥，由于救治及时，已脱离危险。

七旬老人突倒地
城管救助很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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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封来自上海的感谢信寄达千岛湖派出

所，信中充溢着感激之情。

前不久，上海游客叶女士陪同父母到千岛湖旅

游，准备乘坐下午的高铁回上海。到了高铁站检查

行李物品的时候，叶女士发现随身携带的挎包丢

失。包内有现金、银行卡、证件等重要财物，她估计

极有可能是在换车时遗忘在公共自行车的车座上

了。但是换乘点在千岛湖镇上，距离高铁站较远，叶

女士急得只好报警求助。

千岛湖派出所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叶女

士所说的换乘点，果然在公共自行车车座上找到了

其遗落的挎包。此时叶女士三人乘坐的高铁发车在

即。民警查看时间，发现如果将包送到高铁站，时间

还来得及。于是，立即安排驾驶员管圣建驾车在高

铁发车前赶到车站，将挎包交到叶女士手中。

淳安民警求必应
上海送来感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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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县水务公司严把新建社会项目污水纳

管质量关，采用新老验收相结合的方式，通过管道潜

望镜探查破损、塌落、错口、起伏等质量问题，确保新

建社会项目污水“一滴不漏”进入市政管网。

污水纳管须坚定
水务用上潜望镜

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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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署假开启，淳安县图书馆威坪分馆内变得更为

热闹，家长领着孩子来借学习资料的，同学相约来看

书的，每天都有上百人光顾图书馆。威坪图书分馆

去年投入资金近百万元，通过场地整合、环境整治、

图书扩容，使图书馆读书氛围更浓，借阅环境更美，

成了暑期学生看书学习的好去处。

威坪少年乐消暑
图书馆里再进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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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农历“六月六”，汾

口镇汪家桥村举办一场别具一

格的“晒圣旨”暨祭祖大典活动，

一幅近400年前的明代圣旨徐

徐展现在世人面前。

晒圣旨仪式上，村里德高望

重的长辈们穿礼服、戴手套，庄

重地把圣旨和祖先画像请进“汪

氏家厅”，现场早就被“长枪短

炮”占领，为的就是一睹圣旨真

容。

当晒出圣旨的那一刻，全场

“咔嚓”声大作，场面好不热闹。

“看到了，看到了，近四百年的东

西能保存这么好，不愧是镇村之

宝啊！”第一次见到圣旨真迹的

汪先生难抑激动之情。“千里迢

迢从上海赶回老家，这一趟，值

了！”来自上海的汪氏族人激动

地说。

晒圣旨的时间被严格控制

在6分6秒，为的就是保护圣旨，

避免长时间的暴露。待长辈们

小心翼翼地收起圣旨、挂好祖先

画像后，随后是祭拜祖先仪式。

整个过程庄严隆重，承载着汪氏

后人祈求风调雨顺，身体安康希

望。祭拜祖先后，活动还融入了

汪家桥村18周岁孩子的成人

礼。12位青年代表戴成人礼

帽，走成人门，重温村规家训，见

证沿袭百年的习俗，他们用青春

继承和弘扬长辈们吃苦耐劳、为

人忠贞友爱的优良传统。

据了解，汾口镇历史悠久、文

化底蕴深厚，全县7个省级文保

单位独占4处。近年来，该镇确

定了“生态汾口，文旅小镇”发展

目标，通过挖掘、串联、发扬历史

文化，推动文旅融合，积极打造特

色文化名片，以文化带动旅游，推

行“汾口一日游”路线，让古文化

“活”起来，生态游“亮”起来。

汪家桥村四百年后再“接旨”

7月9日，汾口、威坪等地的书画爱好者及少年儿童，在汾口镇汪家桥村举办了“庆建国70周年华诞”联谊
笔会。参加人员大展才艺，挥毫泼墨，共同抒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描绘祖国大好河山的雄昂。

记者 王建才 摄

江晓帆
···

近日，一则山东济南开展针

对赤膊光膀、脱鞋晾脚等不文明

行为夏季集中整治的消息引发社

会关注。事实上，济南此举并非

首例，因为光膀子等不文明现象

是当下众多城市都面临的问题，

它们就仿佛是城市文明中的“牛

皮癣”，惹眼而烦人。

一个城市的形象好不好，不

能只看光鲜的建筑，整洁的街

道，也要看生活在此的人的形

象。试想，如果你在一个陌生城

市的公共场合看到，一群人不是

光着膀子，就是脱了鞋子晾脚，

或是横七竖八躺在公共座椅上，

你还会对这座城市有美好的观

感吗？

的确，习惯的养成和改变不

会一蹴而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

过程。笔者认为，整治这类暂时

够不上“罪”的陋习，应当以劝导

为先，最好是能通过教化，移风

易俗，凝聚起“光膀子等是不文

明行为”的社会共识。针对一些

经劝阻不听或是高发易发的不

文明行为，可以采取曝光等方式

来提高大家的关注度。若还不

能达到预期效果，则进行以处罚

为依仗的强制措施，金额可以设

置不同的级别。

如此以来，才能真正引起大

家的注意，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

文明意识。作为 AAAAA 级旅

游城市的千岛湖，我们广大市民

朋友更应该主动告别“光膀子”

等不文明行为，注重生活细节，

共同维护城市形象。

告别“光膀子”需“软硬兼施”

人说刘翔飞毛腿，

这个动作却见鬼；

一脚从南跨到北，

活像哪吒去闹海。

千座岛屿伴秀水，

市民形象应优美；

人不文明花枯萎，

出了事故更后悔。

通讯员生姜近日

城区新安北路按快

门。程就配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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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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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金峰乡金峰村妇联组

织巾帼志愿者队伍到村摄影主

题公园开展志愿服务，积极培育

巾帼志愿服务文化，助力村庄环

境整治工作。志愿者们一大早

就带上工具集合，拔草，修剪，清

扫，分工有序，一个上午就把整

个公园清理到位。

在金峰乡，巾帼志愿者们

积极参与居家养老、文明创建、

关爱儿童、环境整治的身影随

处可见。据了解，今年以来，金

峰乡妇联注重志愿者队伍建

设，在全县创新推出基层妇联

轮值制度，每月中旬定期召开

妇联例会外，还精心组织开展

巾帼志愿者服务活动，结合乡

村中心工作，勤思考，有创新，

尽力做到月月不重样。通过开

展各类巾帼志愿服务，进一步

培育了文明风尚，推动和谐金

峰建设。

金峰乡巾帼志愿服务显担当

毫墨丹青颂“华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