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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张婧
··

走进姜家镇墨香馆，各个

年代的老报纸映入眼帘，按照

出版时间依次排列，不仅囊括

了上世纪30年代至本世纪的

部分人民日报、浙江日报，更有

民国年间的老报纸，还有较为

少见的粮票等展出，年代感十

足。

墨香馆主要分为ABC三

个馆，里面展出一些老报纸，记

录着当时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

和人们的生活状态。

杭州央古文化创意有限

公司钱晶介绍说：“墨香馆之

所以选址在姜家，因为姜家有

较深厚的文化底蕴，文渊狮城

和老报纸一样，对水下老狮城

也是一种呈现，和老报纸的文

化是不谋而合的，希望两者的

结合，能达到一个文化宣传的

目的，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参

观。”

据了解，墨香馆，以老报纸

为载体，多媒体布展为形式，旨

在以各个年代的标志性报纸为

时间轴，通过每张旧报纸，回望

新中国70年的过往，展现新中

国发展历程，讲述新中国历史

变迁。以文化促旅游发展，形

成“文化+旅游”的文旅发展模

式，丰富姜家镇旅游产品，进一

步带动我县全域化旅游发展。

墨香馆预计于9月底建成开放，

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以老报纸为媒 讲述历史变迁

姜家墨香馆9月底将建成开放

记者
··

唐家凯
···

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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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燕
···

章林美
···

近日，王阜乡计划生育协会组织开展中秋走访

慰问暖心活动，工作人员走进计生失独家庭，给他

们送上慰问品和诚挚的祝福，鼓励他们面对困难，

树立信心，注意身体健康，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

的关爱。

王阜乡计生协会
中秋慰问送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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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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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梓桐镇初级中学举行“爱国教育周”活动，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通过四天的军

训，迎秋风，战阴雨，经受了闷热的考验和风雨的洗

礼。

“一二一、一二一，立正。”伴随着有力的口号，梓

桐镇中的学子们迈着整齐的步伐，精神抖擞，意气风

发，用饱满的精神状态、昂扬的激情向国庆献礼。

活动现场进行了会操、拉歌和叠被子比赛，并为

六名品学兼优的学子送上助学奖学金。

九年级学生丁梓桐便是这次拿到助学奖学金

的一员，她说：“四天的军训尽管短暂，但是对我们

的意义却是深远的。我将会把军训中学到的礼仪、

规范、精神带到学习生活中，发扬军人的优良传统

和作风，取得更大的进步，不辜负这次的助学奖学

金。”

梓桐镇莘莘学子
爱国教育受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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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头顶的一抹红，是老师对学生的关爱，是家长

对学校的期待，是学生对未来的憧憬…… 教师节当

日，在浪川乡综治办的支持下，浪川双源完小的老师

们为每位孩子配备了电动车头盔，再次重申生命的

“重量”。

浪川乡双源完小
幸“盔”有你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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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维九月，序属三秋，硕果飘香迎

喜庆，平凡岗位绽芳华。9月10日，

汾口中学举行建校80周年倒计时揭

牌仪式暨教师节表彰大会，全校师生

齐聚一堂，共同见证美好时刻。

忆韶光之峥嵘，喜蜚英之扬声。

汾口中学自建校起，已走过八十年的

光辉历程，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批人才，

为社会输送了一批批建设者。

汾口中学共有二万五千余名校

友，有张良仁、唐有财、姜增等20余

名博士生，有余象煜、汪士游、褚健

等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有郑翰

献、王子健、佘光亮等肩负重任的各

级领导干部，有余鲁平、尚可、叶柳良

等行业精英，有姜良志、章吉龙、郑晓

峰等企业英才，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普

遍好评。

当日，在全校师生及嘉宾的见证

下，建校80周年倒计时牌被揭开，宣

布了纪念活动主题。全校师生正以饱

满的热情，积极筹备建校80周年校庆

活动。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汾口中学

的教学成果离不开老师的辛勤耕耘，

揭牌仪式后，25位优秀教师受到表

彰，学生代表用献鲜花、颂诗歌的形式

向全体教师表达敬意。当前，汾口中

学正立足新起点、肩负新使命、展现新

作为，坚守教育初心，传承淳安教育的

光荣传统，努力成为浙西山区的知名

高中。

硕果飘香迎喜庆 平凡岗位绽芳华

汾口中学将迎来80周年校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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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朱，生源地助学贷款手

续已经办好了！”近日，淳安农

商银行客户经理为刚考上大学

的贫困学子小朱发放了8000

元助学贷款，该笔贷款从申请、

到放款用时仅30分钟，且享受

财政贴息。

近年来，淳安农商银行切

实践行“扶贫先扶智”战略，持

续优化助学贷款信贷政策，不

断改进助学服务，力争以最直

接、高效的方式圆每一位贫困

学子的大学梦。同时，致力于

建立扶贫工作长效运转机制，

跟踪帮扶每一位贫困学子，从

大学生助学贷款、到贫困学子

职业计划、再到大学生创业贷

款，在贫困学子每个人生阶段

的精准扶贫路上从不缺席。

助学贷款圆寒门学子大学梦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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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苏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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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县一医院医共体威坪分院成立了胃肠道肿

瘤早筛分中心，这是继今年上半年威坪分院血透室、大

墅分院联合病房运行后，县一医院医共体医疗资源的

“再下沉”，破解了百姓“最后一公里”看病难问题。

此次县一医院医共体创新管理模式，依托医联

体的先进技术力量和卫生资源的逐级下沉，秉承“医

共体+无痛胃镜”的服务理念，率先在全县基层分院

设立了胃肠道肿瘤早筛中心。

县一医院医共体威坪分院胃镜室成立于2003

年，科室此前仅能开展常规检查、活检、取异物等，难

以满足当地百姓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如今，在医

共体牵头医院专家团队的大力支持下，威坪分院引

进了无痛胃镜，成立了淳安县胃肠道肿瘤早筛中心

威坪分中心，为医院消化内科注入了新鲜血液和活

力，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县城医院的优质医

疗服务，也为威坪镇群众的胃肠道肿瘤早筛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以前必须到县一医院或者其他县级医院就诊

才能进行胃镜检查，如今新技术引进下乡，方便我们

老百姓就医，也为胃肠道肿瘤早期筛查、早期诊断、

早期治疗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威坪分院相关负责人

表示。

县一医院医共体
医疗资源“再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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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交投千岛湖汽车

客运总站提前部署,积极备战

中秋小长假安全运输保障工

作。

经预测，今年中秋小长假

期间，客运总站客运量约1.5万

人次，与去年基本持平；将投放

进站客运车132辆、3698座位，

方便旅客出行需求,运输客流

高峰将出现在9月13日；全县

道路客运量为5.7万人次左右,

节日客流以观光旅游、探亲访

友为主。

同时，该站完善制订了多

项应急预案，实行进站客运车

每日一次检测、每班车一次查，

不售超员票、不检超载票、进站

旅客携带包裹100%过安检仪

检查。车站全员无休日，人到

责任到，加强车站安全秩序维

护管理，引导旅客排队购票、检

票有序上车。

另外，针对节日期间客流

高峰特点，车站合理调整班次

密度，缩短旅客候车时间，保障

班车正点进行。同时，为旅客

提供形式多样的服务，提供热

水、暖气、针线、纸笔和晕车药，

为旅客排忧解难，在实行网络

售票与站内窗口售票的同时，

所有线路均发售六天预售票。

千岛湖客运总站

做好准备迎中秋小长假客流高峰

近日，在临岐镇中药材交易市场，药材经营户方志芳正和妻子一起，忙碌地搬运着一袋袋的覆盆子，这些
中药材将销往安徽亳州、河北安国及广州等地。随着中药材产业不断发展壮大，中药材交易市场的日渐繁

荣，临岐镇乡村振兴有了新动能，增加了老百姓致富砝码。 记者 唐家凯 张婧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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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建设集团工程检测公司对界首污水处理

厂工程进行了结构实体检测，并顺利通过。

界首污水处理厂项目建于界首乡中南部，距离

界首乡人民政府约0.6km，离淳开线约150m，紧邻

姜桐线，用地面积 11831.3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2764平方米，总投资5022.18万元。

作为2022年十九届亚运会配套项目的界首污水

处理厂，主要建设内容为三层的综合楼、污泥脱水车

间、污泥池、转盘滤池、生化池、配电房等，纳污范围包

括界首集镇、教育综合体、严家旅游度假区建设用地

（小球综合体）、摄云列岛旅游度假区建设用地、贤桥列

岛旅游度假区建设用地。该工程建成后预计日处理

量5000吨/天，将为亚运会的成功举办做好服务。

界首污水处理厂工程
通过结构实体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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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县城管局巡查管理科党支部组织党员志

愿者服务队，先后来到大墅镇敬老院，大墅镇枫林小

区、金峰乡蒋岭上村、千岛湖镇茂畈村等，走访慰问

困难户，了解他们的家庭生活状况和存在的具体困

难，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

城管志愿服务队
走村入户访民情

中药材市场交易忙中药材市场交易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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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我县民办养老机构——居养乐服务中心

被杭州市评为“十佳医养结合民营养老机构”，这也

是迄今为止我县唯一一家获此殊荣的养老机构。

居养乐服务中心开办于2017年10月，注册床

位138张，目前入住老人60余名。今年初，该中心

成功引进了以老年病为主的康久医院，实现医养结

合新模式。

医养结合养老模式是将养老服务与医疗服务有

机结合，实现医养无缝对接，为老年人搭建方便快

捷、品质优良、普惠实用的新型养老服务平台，是在

传统机构养老提供基本生活服务和经济供养的基础

上，向选择机构养老的老年人提供医疗服务，提高老

年人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缓解社会老龄化问题。

居养乐服务中心获得“十佳医养结合民营养老

机构”荣誉称号，对我县民办养老产业的健康发展将

起到良好的带动作用。

淳安居养乐服务中心
获市级殊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