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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

千岛湖简历千岛湖简历
纪念千岛湖成湖纪念千岛湖成湖6060周年周年（（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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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山山里，俗称九都山里，即今之

天坪、双共村。与千亩田接壤，相距仅

一垅之隔，总面积约15平方公里，海

拔700～1000米之间，百多户人家散

居在66个大小山寨与深山僻坞的山

蓬里。

这里地处偏僻、山高林密，山间小

道，蜿蜒崎岖，宛若天然屏障，地势对

革命游击战争非常有利。1934年4

月，中共浙西工委在歙南瓦上村徐林

寿家召开淳安各区委负责人会议，决

定成立中共淳安县委，由方云志任书

记，方仲弓、潘先友任县委委员。山里

的老庵基、小桐坑、五亩山、倒林坞等

自然村与大源、板桥毗邻，地下党同志

常往来与此。方云志、潘先友先后介

绍当地穷苦农民和进步人士方荣火、

王长木、王炳清、严樟树、方赤茂、章为

春等人入党，并成立了由方荣火任书

记的山里支部，隶属闻家区委。革命

的火焰迅速向周边山村蔓延，党的地

下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伍不断壮大。尔

后成立了农民团，其中包括由方荣火

任团长的五亩山农民团，以潘金木为

团长的老庵基、西坪塘农民团和由方

三阿任团长的九岭脚农民团。1935

年到1936年间，有一支数十人的红军

游击队来到双共、天坪千亩田地区活

动，主要革命活动是劫富济贫 、打土

豪劣绅、宣传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活

动。农民团在地下党和红军游击队的

领导下，掩护红军，解决给养，传递情

报，向导带路，积极投身红色革命。其

中两次为红军带路去昌化，冒险抄小

路顺利通过敌人封锁线，促成红军游

击队与皖南主力的会合。在敌人的残

酷围剿中，地下党员潘崇煌利用自己

独居高山孤蓬的有利条件，将宋国良、

胡嫩嫩两位红军伤员救护在家中，侍

奉疗伤20多天，待其康复后，冒着生

命危险，护送他们通过数道敌人封锁

线，回到浙赣苏区。

1987年，天坪、双共村被杭州市

民政局确定为革命老区村。当地干部

群众特地建起“老区纪念亭”，并用对

联铭志：老区山乡千古秀，革命精神万

代传！

《红色光标》系列报道之二十

瑶山乡双共、天坪村

山峦叠嶂翻作千重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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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王阜乡文化站召集全乡18个行政村宣传

文化员开展业务培训。专业人士就农家书屋阵地建

设、文化礼堂活动展开、文化资源效益激发、数据平

台如何上报等业务进行了指导。

文旅融合增内涵
王阜集训文化员

日前，县红领巾学院2019年队干部走基层实践培训活动正式启动。本次实践培训将紧紧围绕“八个一”学
习工程进行，即“听一次党团队教育课、当一次社区小宣传员、做一次红领巾志愿者、组一次红领巾帮帮团、参一
次传统文化体验”等八个系列活动，以此提高学员的综合能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通讯员 王荣海 记者 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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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屏门乡党委政府高

度重视残疾人的生活，采取一系

列扶残助残措施，让越来越多的

残疾人接受培训、实现就业创

业、平等参与社会建设，实效明

显。

该乡抓住中药材发展趋势，

同时借助临岐中药材市场的辐

射作用，让更多的残疾人参与林

下中药材种植。据了解，今年5

月屏门乡残联事务办举办专题

培训，同时，乡政府安排专业种

植技术员对每个残疾家庭实现

一对一的现场教学。目前全乡

已有164户残疾家庭种植中药

材，种植面积达7445亩。预计，

到2020年全乡新发展中药材总

面积将达到 2万亩，产值将达

6000万元。

屏门乡林下经济为助残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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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红的服装、明媚的笑容、

整齐的动作——腰鼓舞《欢聚一

堂》，拉开了市级机关乡村文化

振兴巾帼联盟行动文艺演出的

序幕。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万水

千山，最美中国道路……”二重

唱《不忘初心》，让人重温红军长

征那段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道

尽对祖国和人民的浓浓深情；

“人们在明媚的阳光下生活，生

活在人们的劳动中变样……”独

唱《在希望的田野上》唱出了农

民发自心底的喜悦；小丑表演

《开心一刻》，更是将现场氛围推

向高潮。在三重唱《我和我的祖

国》歌声中，众人一齐挥舞起手

中的五星红旗，共同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歌声中，文艺演出

也落下帷幕。

据悉，这次活动由中共杭州

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和杭州市文

礼办牵头组织，由杭州市文礼

办、杭州市妇联市级机关工作委

员会、杭州市文联文艺志愿者总

团、中国杭州低碳科技馆、淳安

县文礼办、淳安县大墅镇人民政

府等单位主办，目的是为了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乡村振兴战

略，充分发挥机关妇女“半边天”

作用，促进乡村振兴和文化繁

荣。

活动当天，在大墅村文化广

场举办了“水龙节”，为广大农村

群众献上具有地方民俗特色的

水龙表演，还推出了当地农旅产

品展示活动。

市级机关乡村文化振兴
巾帼联盟行动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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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十字街忆居酒店消防通道口摩托车、电动

自行车停放乱象，近日，县交警城区中队与城管部门

展开联合整治行动，

行动中共清查在该地消防通道上违法停放的摩

托车、电动车十余辆，并采取了长效保畅措施。

交警城管一起上
消防通道保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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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绽放、莲蓬热卖时节，有位余某某打起了莲

蓬的主意。

家住汾口镇的余某某儿子生病，加上最近肚子

不舒服，她听说吃莲子可以治疗肚子痛，于是便从家

里拿了一个大袋子，去到了汾口镇上一片最大的荷

花池偷摘莲蓬。她边走边采，采了满满一袋，刚走到

荷塘边，迎面碰上了来查看荷塘情况的承包人虞先

生，虞先生立即报了警。经民警清点，余某某偷采了

100个莲蓬。余某某对自己的行为非常后悔，立即

向虞先生赔偿了损失，获得了虞先生的谅解。考虑

到余某某的盗窃行为情节轻微，汾口派出所作出不

予行政处罚的决定。

偷采莲蓬为治病
又赔损失又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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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强台风“利奇马”来袭，高铁停运，致使鲁能千

岛湖阳光酒店一个厦门疗养团被滞留在酒店。

这批厦门客人，按计划当天早上八点赴千岛湖

高铁站，结束来千岛湖疗养行程，却让台风打乱了行

程，难免有些扫兴。为了缓解客人们的不快，滞留

期间，千岛湖阳光酒店对他们吃住进行了精心安排，

并让负责运送的大巴随时待命。高铁恢复运行后，

酒店大巴第一时间将客人们送上返程之路。客人们

纷纷为酒店的亲情服务点赞。

高铁停运滞游人
阳光酒店奉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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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威坪镇旗山村有一农妇上山采摘野山

菌时，深陷茫茫大山之中。威坪镇民安公益救援

队及时赶到现场，第一时间参与救援，最终将人员

救护到位。

据了解，淳安县民安公益救援队威坪中队今

年正式挂牌成立。队伍由具备丰富救援经验的转

业军人、退伍老兵和医护人员组成。他们有着较

高的思想觉悟、较强的救援技能和过硬本领，始终

秉持“不抛弃、不放弃”的救援精神。截至目前，威

坪镇民安救援队共出警18次，救护5人，打捞溺

水人员2人，真正做到了为平安稳定助力。

威坪民安救援队
固守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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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

朵轻云刚出岫。”越剧《红楼梦》

的唱段让人耳熟能详，但却难得

有机会近距离地聆听到越剧名

家的优美唱腔。不过从旅游集

团传来好消息，8 月 20 日 19:

30，县睦剧团（老水之灵剧院）将

上演一场精彩的“越美淳安”越

剧名家名角名段演唱会，届时广

大戏迷朋友可以过足越剧瘾。

越剧以唱为主，声音优美动

听，表演真切动人，唯美典雅，极

具江南灵秀之气。为了让本地

戏迷及来千岛湖的游客能在“家

门口”就能够欣赏到一台高质量

的越剧演出，同时能让县睦剧团

的演员戏曲功底得到进一步提

升，千岛湖旅游集团专门与杭州

越剧团合作，通过不定时来县睦

剧团演出推动淳安戏曲文化高

质量发展，繁荣地方戏曲文化事

业，丰富城市旅游内涵。

据悉，8月20日当晚，旅游

集团将邀请杭州市越剧院的“梅

花奖”得主谢群英等8位名家名

角，来千岛湖倾情演绎《孟丽君·

游上林》、《梁祝·楼台会》、《西厢

记·拷红》、《盘夫索夫·前盘夫》

等精彩选段，为千岛湖市民和游

客献上一顿精彩的越剧文化大

餐。

杭城越剧名家相约“越美淳安”

1999年

8月27日 淳安县政府召开全县水资

源渔业保护工作会议，并出台《淳安县渔业资

源保护和管理办法》（淳政【1999】9号）。规

定，自8月25日零时起至2002年12月31日

24时止，威坪港和中心湖区实行常年封库禁

渔。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为此做了专题报

道。

8月、11月 杭州千岛湖发展有限公司

养殖场分两批次，累计投放大库老口鱼种

98.6万公斤，总尾数680.4万尾。

2000年

4月 淳安县新安江开发总公司开展职

工身份置换和机构改革，机构设置从13个减

为6个，机关工作人员从78名减为29名。

5月12日 新安江电厂九号发电机组

改造成功。九号机组由原7.25万千瓦扩容

为9万千瓦。

8月20日 淳安县新安江开发总公司

与浙江万向集团组建杭州千岛湖万向旅游投

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1.5亿元人民币。

9月20日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

会副主任郭树言、委员李世忠、办公室副主任

高金榜等一行，赴淳安县新安江库区指导工

作。

10月 淳安千岛湖鲢、鳙、银鱼等10个

品种鱼类，通过国家环保总局有机食品发展

中心（OFDC）有机食品认证，成为中国第一

个“有机鱼”。

12月 原杭州千岛湖宾馆转让给浙江

省体育二大队，引进浙江省水上运动中心皮

划艇队定点千岛湖训练，为国家输送了奥运

冠军孟关良等一批优秀水上运动员。

2001年

1月 姥山林场林木良种繁殖基地，被

列为浙江省“林木良种基地建设项目”建设单

位之一。

2月 淳安千岛湖国家森林公园，被评

为全国文明森林公园。

9月 “晶龙”牌千岛湖熏鱼，荣获首届

浙江省渔业博览会“优质产品金奖”。是月，

杭州千岛湖发展有限公司拦网捕鱼正式定名

为“中华一绝——巨网捕鱼”，并在千岛湖首

届秀水节上隆重推出，引发中外媒体竞相报

道。

11月 “晶龙”牌银鱼，被中国国际农业

博览会评为名牌产品。

是年 “千岛玉叶”获浙江省林业厅“龙

顶杯”金奖。

““红领巾红领巾””骨干走基层骨干走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