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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个月来，位于西湖区的

千岛湖智谷项目施工现场一派

繁忙景象，为确保项目如期交

付，工人师傅们正加班加点地紧

张施工作业。目前工程进展顺

利，已引进每日互动、远算科技、

微链等数字经济企业，预计将于

下个月正式启用。

千岛湖智谷项目是杭州市

“区县（市）协作”项目，像这样互

利共赢、推动发展的协作项目在

我县还有很多。自区县协作开

展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

导下，各协作单位坚持精准协

作、共赢发展要求，立足淳安发

展需要，发挥城区优势，以实干

促成效，在产业、民生、帮扶等各

个领域创造性地开展协作，做到

资金不减、力度不减，呈现出了

协作范围再拓展、协作力度再提

升、协作路径再拓宽、协作绩效

再优化的良好发展态势，有力推

进了区县城乡统筹发展。

结合我县实际，协作组注重

项目带动作用，推动一个个项目

在淳安落地生根：腾笼换鸟出了

修正健康产业园、瑞淳机器人研

究院、骑龙巷、啤酒小镇以及一

批总部经济项目，涌现出了运动

石林、书画梓桐、乐水姜家、田园

汾口、水墨威坪、百草临岐、红色

中洲、鸠坑有机茶等一批特色小

镇，成立了“大下姜”联合体，首

创入股联营、职业经理人等农村

经营新机制，为淳安消薄增收、

民生保障、绿色发展等注入了源

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为实现区县

共赢创造了有利条件。

教育和医疗是老百姓关心

的热门话题，也是区县协作的重

要协作内容。通过组建教育互助共同体，开展中小学

结对、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培养、校园标准化建设等

协作活动，我县教育质量不断提升。与上城区协作共

建的千岛湖建兰中学美誉度和学生报考率逐年提升，

已成为西部县（市）的民办名校。在医疗卫生方面，共

同推进省级“医共体”试点县建设，整合医疗资源，推动

医生下沉农村，“先看病后付费”舒心就医系统实现了

公立医院全覆盖。

生态共保、资源共享、产业共兴……当前，淳安正

迎来特别生态功能区建设的重大机遇，淳安将筑牢绿

水青山本底，持续与协作单位加强紧密合作，构筑生态

旅游、文创园区、品牌农业、数字经济等深绿产业体系，

进一步加强教育、医疗等民生事业协作，持续推进消薄

增收，为淳安城乡统筹发展步伐、拓宽淳安发展之路注

入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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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高考，我县教育工作

者再次向淳安人民交出了一份

满意的成绩单，一段上线人数

和上线率再创新高，三人被北

大清华录取，百余人进入985、

211等一流大学深造。70年，

淳安教育从最初的举步维艰到

如今“蒸蒸日上”，凝聚着无数

人奋斗的足迹，巨变的背后更

是不变的初心。

82岁的许汉云是这场教

育“奋斗战”里的见证者，虽然

离开教师岗位21年了，但对于

淳安教育，他依然有割不断的

情怀和不变的初心。

“淳安教育大致可分为三

个时期，建国初期的改造与振

兴，10年‘文革’的冲击与损

失，改革开放后的崛起与腾

飞。”1962年，许汉云从师范大

学毕业后回乡任教，正赶上了

我县教育改造与发展时期，他

被分配在唐村中学，这所1956

年才兴办起来的淳安3所初中

之一，在许汉云看来已经是“豪

华”配置了，因为初期我县只有

一所中学（淳中），而且师生只

能在东庙和城隍庙共教共学，

乡下小学则只能借用村里的祠

堂、庙宇，连正常的校舍都没

有。尽管办学条件艰苦，但淳

安教育人却甘为教书育人含辛

茹苦、安贫乐道，积极为淳安教

育发展奔波，就像许汉云以苦

作乐，一门心思扎在教育教学

上，在唐村一呆就是10年。

“那几年，我县慢慢有了正

规的校舍，教学质量逐渐上升，

淳安教育逐渐稳步发展，还在发

展小学的同时，更突出发展中学

教育，重视职业技术教育的发

展，办起了农民教育、职工教育、

师范教育、农职业教育、半农半

读的教育等，教育结构上也有了

很大变化。”许汉云回忆道。

然而，一场意想不到的十

年“文革”打乱了学校教育秩

序，广大教师备受摧残，全县中

小学教育教学质量全面下降。

但许汉云清楚地看到，即便如

此，淳安教育人初心不改，勇往

直前，依然尽己所能教育学生，

默默使力保护学校，用最平凡

的坚守保留下淳安教育的火

种，让淳安教育坚持下来。

改革开放后，淳安教育迎

来了春天，淳安教育人合力拼

搏，取得了一项又一项令淳安

老百姓满意的业绩，最为突出

的是淳安教育人奋力拼搏提升

了高考质量，1994年淳安高考

成绩第一次位居七县市的第

一，连《人民日报》都刊发了《淳

安教育重质量》的相关报道，淳

安教育从低谷中逐渐走出来，

并逐步走向辉煌。

“我们今天取得的这些成

绩都是一大批爱岗敬业、无私

奉献、富有教育情怀的校长和

教师们所创造的，他们把教书

育人的初心作为心中的一盏明

灯。”许汉云个人对自己也有要

求，就是多学点理论、多用点理

论，做一个老有所学、老有所为

的学习强人。

以山的坚定，以水的执着，

近年来，淳安正围绕“全省一

流”的教育发展目标，在破解教

育发展不均衡上狠下功夫，全

面推进淳安教育高质量发展，

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淳安经

验”。淳安教育人从来不忘从

教初心、牢记育人使命，许许多

多像许汉云一样的淳安教育人

虽历尽千辛，但归来仍有一份

守着淳安教育的心。

教育不忘初心 扬帆砥砺前行
许汉云见证淳安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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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我县王阜乡初级中学、千岛湖镇淡竹小学2

所学校成功入选杭州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

学基地；临岐村、芹川村、漠川村、赤川口村4个村入选

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景区（民俗文化村），入选

总数位居杭州市各区县首位。

据悉，王阜乡初级中学及千岛湖镇淡竹小学均为

我县第二批非遗传承教学基地，后经自主申报、现场答

辩等环节，被升格为杭州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教学基地。其中王阜初中传承项目为八都麻绣工

艺，该校自2014年起，专门开设八都麻绣课程，长期邀

请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进行授课，并设有专门的工作

室。淡竹小学传承项目为畲族山歌，学校编有《畲族风

情》教材，并让全校学生学讲畲语、学唱畲歌、穿畲服、

跳畲舞、开展畲族传统体育项目、知识竞赛等活动，并

邀请代表性传承人定期到学校指导在校老师及学生，

做到人人会唱畲族山歌。

此外，被评为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景区（民

俗文化村）的4个村也各具特色。临岐村的临岐暖碗

制作技艺和“淳萸肉”加工技艺，芹川村的芹川麻酥糖

加工技艺、根雕木雕技艺，漠川村的富文麦秆扇，赤川

口村的汾口草龙舞等，逐渐成为我县文旅融合的典型

代表。

截至目前，我县已经拥有县级传承教学基地7所、

市级2所、省级1所；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景区

（民俗文化村）5个、市级4个、省级1个。

我县2所学校、4个村落
入选市级“非遗”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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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淳安前胡顺利通过了国家农业

农村部的专家评审，即将成为我县继鸠坑

茶、淳安覆盆子之后第3个“农产品地理标

志”登记的农产品。

淳安前胡生产历史悠久，有记载可追

溯至五代时期，是新“浙八味”中药材培育

品种，其主要功效为降气化痰，散风清热。

目前，淳安前胡种植面积1.2万余亩，年产

量1500余吨，是浙江省主产区，约占全国

总量的50%左右。同时，我县还是全国道

地白花前胡种子的主要供应基地，中国千

岛湖中药材市场的前胡价格已成为全国的

风向标。

“淳安前胡具有质柔软、气芳香的品质

特征，其有效成分前胡甲素和前胡乙素含量

多次检测均超过中国药典规定标准。”县农

业农村局专家表示，通过一年多的精心准

备、统筹协调、主动争取，在多方配合下淳安

前胡终于顺利通过最终评审，将在通过公示

后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这会极大

地提升品牌价值和市场竞争力，推进道地白

花前胡的保护与发展，对淳安广大种植户来

说更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去年，淳安中药材种植面积已超12万

亩，总产值4.34亿元，占全县农业总产值

的8.68%，成为我县农业优势产业和主导

产业，有效促进了农民持续增收。随着我

县中药材产业的快速发展，大而不强、产业

附加值不高等瓶颈也逐渐凸显，亟待走出

一条产业化、品牌化、特色化的绿色高质量

发展之路，淳安前胡顺利通过最终评审为

我县中药材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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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重阳节，浓浓敬老情。昨日

是国庆小长假后首个工作日，县四套

班子领导分组走访慰问百岁老人，向

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美好的祝福，

并祝愿全县老年朋友幸福安康、健康

长寿。

县领导董文吉、余红英一行首先

来到明珠花园金影老人家中。金影

老人今年101岁，是一位退休教师。

“身体还好吗？”“您要多保重！”董文

吉亲切地问候老人，详细询问老人的

生活、健康和家庭等情况，并送上

党和政府的关爱祝福。看到领导同

志来看望自己，老人激动地说：“感谢

领导们的牵挂和看望，祝我们的国家

越来越好。”

家住一家山水附近的姜考香老

人，出生于1919年，已是四代同堂。

走进老人家中，董文吉紧紧握住老人

的手，亲切地说：“重阳节刚过，我代

表县委、县政府来看您，祝您节日快

乐、健康长寿，生活美满幸福。”看到

老人身体依然硬朗、精神状态良好，

董文吉称赞子女把老人照顾得很好，

希望他们进一步弘扬敬老爱老的良

好风尚，更好地孝敬和照顾老人，让

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毛春兰老人今年100岁了，住在

县养老服务中心。得知老人除听力

较差外，身体健康、思维清晰，董文吉

叮嘱工作人员要切实做好服务工作，

用心、用情地关心老人的衣食住行，

让她安享晚年。

县领导刘小松、郑志光一行先后

看望慰问了百岁老人徐梦西、胡冬

英、余卸姣，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节日

问候。

“徐老，最近身体怎么样？”徐

梦西是一名抗战老兵，今年已经101

岁，刘小松、郑志光围坐在老人身

旁，叮嘱老人保重身体，并要求随行

部门和社区干部进一步弘扬尊老、

敬老的传统美德，让他们感受到各

项惠民政策的温暖，生活得更加安

心舒心。

今年100岁的胡冬英如今已是

儿孙满堂，刘小松、郑志光共同送上

百岁匾，祝她健康长寿。看到老人身

体好、心情好，又有家人贴身照料，县

领导一行十分欣慰，希望家人能够继

续照顾好老人的饮食起居，让老人安

享欢乐、祥和、幸福的晚年。

余卸姣今年已经102岁，在子女

的细心照料下，老人依然干净整洁、

精神矍铄。刘小松、郑志光与老人促

膝长谈，关切地询问老人的身体状

况、生活起居，并送上期颐之贺印章

一枚。“百岁老人是社会的宝贵财

富。”县领导指出，全县上下要大力弘

扬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真正让每

位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

所为、老有所乐。

浓浓敬老情 关爱暖人心
县四套班子领导慰问百岁老人

彩色稻田丰收在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