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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汪苏洁
···

11月6日，在县文广旅体局“牵

线搭桥”下,10家县优秀旅行社与32

个“大下姜”区域村庄签下结对合作

协议，实现完美“联姻”，为乡村旅游

发展搭建新平台。

据悉，此次县文广旅体局组织

县优秀旅行社结对“大下姜”区域村

庄，目的在于建立政府、村社、群众、

市场共建机制，通过旅行社与乡村

旅游联手搭建平台,加快“大下姜”

乡村旅游发展步伐，增强乡村旅游

带动力，打造“大下姜”乡村振兴联

合体，让更多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

果。

在结对合作中，10家县优秀旅

行社合作内容包括拓展客源市场、推

介旅游产品、开展业务培训、推销农

特产品；32个“大下姜”区域村庄合

作内容包括争取扶持政策、完善接待

设施、做好宣传发动。“今天县文广旅

体局开展服务大下姜系列活动，把服

务送到我们家门口，作为大下姜龙头

村，我们将积极拓宽游客来源，丰富

旅游业态，在发展好下姜村的同时，

积极辐射带动周边村一起振兴，一起

发展，为新时代建设一个乡村振兴示

范区、乡村旅游样板区作出我们应有

的贡献。”下姜村党组织书记姜浩强

说，此次下姜村和千岛湖文化旅行社

进行了结对。

“我将更加努力地去推广下姜

及周边地区的旅游产品，积极推广

好大下姜民宿经营管理模式，为大

下姜民宿、乡村旅游成为全国乡村

旅游示范贡献自己一份微薄的力

量。”千岛湖金色假日旅行社经理吴

俊表示。

接下来，县文广旅体局将推动景

区管理从传统型向智慧型转变，扶持

方式从扶资向扶资和扶智“双轮驱

动”转变，经营模式从松散型向紧密

型转变，整合大下姜资源，培养一批

懂管理、善经营、能促销的旅游队伍，

打造大下姜产业经营集团、智慧旅游

景区，共同携手打造全国乡村旅游样

板区。

乡村旅游建“大群”文广旅体当“红娘”

10家旅行社与“大下姜”喜结良缘

记者
··

郭佳
··

/
·
文
·

王建才
···

/
·
摄
·

五米开外，大火顺势而起，灭火器对准

火源，只听‘嗤’的一声，瞬时干粉喷出，火

源熄灭，灰烬四散。这是11月6日上午千

岛湖站“119消防宣传月”活动的消防应急

演练现场。

千岛湖站自投入使用以来，输送游客

人次较多。高铁站属于人员密集场所，做

好消防安全演练工作尤为重要。据了解，

此次活动以"防范火灾风险、建设平安铁

路”为主题，由铁路杭州站、千岛湖站派出

所，高铁新区管委会，县消防大队联合举

办。

活动中，县消防大队消防员为大家讲

解了消防安全知识和消防器材使用规范，

并进行现场消防灭火演练。铁路职工及到

场群众积极参加模拟演习，不断规范操作

动作，以达到娴熟操作灭火工具。同时，组

织参观学习消防安全展板，并发放消防安

全宣传手册。此外，还开展了列车火情旅

客疏散应急演练。

“通过这次消防安全宣传日活动，主要

是想增强防火消防安全意识，加强对消防

安全知识的了解，同时达到强化密切协作，

做到能够快速处置，及时处置，有效处置的

目的。”上海铁路公安局杭州公安处千岛湖

站派出所副政治教导员吴欣欣表示。

杭黄铁路千岛湖站消防模拟实战

由县乒乓球协会主办、新安江生
态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协办的“新安兵
营杯”淳安县第十九届领导干部乒乓
球联谊赛，于11月3日在淳安体育馆
举行。

来自各乡镇、县级机关、企事业单
位的近百名男、女乒乓球运动爱好者，
编成县管干部组和厂长（经理）、中层
干部组两个组别，参与混合单打和混
合双打两个项目的比赛。经过一天两
个阶段共211场紧张、热烈而友好的
角逐，最终县管干部组严小平荣获混
合单打冠军，方振华/袁君勇夺混合双
打第一名；厂长(经理)、中层干部组王
胜勇摘得混合单打金牌，王胜勇/胡贵
武登上了混合双打最高领奖台。

通讯员 栾志发 记者 杨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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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65位校长齐聚

青溪初级中学，开启杭州绿华教育集团第五届校长论坛

暨杭州绿城育华学校校长论坛。

县教育局负责人介绍了淳安教育一步一个脚印、一

年一个台阶打造“金名片”的历程，并期待校长论坛上各

位专家嘉宾的真知灼见给淳安教育管理带来一场头脑风

暴，给淳安教育的更快发展带来前沿理念，使淳安教育能

够紧跟国际教育步伐，不断开拓国际视野。6位中外校

长分别介绍了学校教育中对公平性教育与个性化教育理

念的理解和探究的亮点做法。与会的校长也纷纷发言，

集中探讨了教育均衡与个性发展的内涵、意义与实现的

途径。大家还观摩了青中八年级英语“个性化课堂”和学

生拓展课程才艺的展示，并进行了交流。

65位中外校长
“聚会”青溪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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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一辆货车在330国道临岐往

临安方向的路上发生自燃。临岐派出所民警

接警后立即赶往现场处置，没有造成人员伤

亡。

当日15时许，临岐派出所接到报警称，

有辆小车着火。派出所民警孙金铃，消防队

员何东庭、方才鹏迅速携带灭火器材赶赴现

场救援。

到达现场后，民警发现一辆中型货车停

靠在路边，有一辆附近的洒水车已经在进行

灭火，但是由于洒水车水容量有限，车头燃起

的大火还在熊熊燃烧着，浓烟冲天。起火点

靠近油箱和货车载着的发电机，如果不及时

扑灭，大火将会烧坏货车油箱，导致油箱渗漏

而爆炸，并且引燃后面装满柴油的发电机，情

况十分紧急。出警民警立即带领消防队员连

接水枪朝货车车头喷射，第一时间将油箱附

近着火点扑灭，防止油箱因温度过高而发生

爆炸，随后迅速对该路段实行了临时交通管

制。

民警和消防队员冒着起火车辆随时发生

爆炸和侧翻的危险，轮流抱起消防车上的高

压水枪进行灭火。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奋战，

大火终于被扑灭，现场没有人员受伤。

经查看得知，车子是因为货仓内载着的

发电机线路问题引起自燃。

货车国道上自燃 民警紧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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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县文联、县作协与千岛湖中

等职业学校共同举行千中职校“水韵文学社”

成立暨文学创作课开课仪式。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

来，县文联在检视问题过程中，针对我县文艺

人才，特别是年轻文艺人才出现预见性断层

情况进行了深入调研。在调研基础上，提出

与千中职校进行长期合作，协助学校创办“水

韵文学社”和《水韵》文学刊物。同时采取县

作协创作骨干作为师资力量，为文学社开设

文学写作公开课等系列措施，在千中职校学

生中厚植文学沃土，提升文学素质，培养文学

人才。

当天还进行了“淳安县作家协会创作培

训基地”授牌仪式，县作协主席团成员为“水

韵文学社”上了文学创作第一课。

千中职校成为县作协创培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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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书记啊，我们林场这边种子和毛竹抚育缺少5位

劳动力，你那边能不能帮我安排人过来啊？”每当一接到

这样的电话，再一想到能够帮助百姓增收，屏门乡堪头村

党支部书记方蒋林显得格外高兴。

2018年，屏门乡堪头村与淳安县新安江生态开发集

团开展村企结对，双方签订结对协议。此次结对，突破了

以往资金帮扶的“桎梏”，实施产业帮扶，全力激活堪头村

“造血功能”，推动堪头村在消薄增收的列车上坐得更稳、

行得更远。

据了解，淳安县新安江生态开发集团在安排项目资

金基础上，同时协助堪头村成立劳务派遣公司，并提供林

场种子和毛竹抚育项目，由堪头村劳务派遣公司组织劳

动力进行抚育培管。目前，已吸收堪头村及周边村庄等

30余位劳动力参与，人均增收1万元，村集体经营性收

入达到6万元。

“淳安县新安江生态开发集团不仅带来了资金项目，

更重要的是实现村民‘家门口就业’，激活村集体的自我

造血功能，注入了强大的发展动力，有了他们的帮扶，我

们发展的底气也越来越足。”方蒋林说道。

屏门乡堪头村
消薄有远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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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威坪汽车站收到威坪镇杜川村村民徐某送来的

锦旗，“品德高尚，拾金不昧”八个金字特别醒目。

前不久的一天，威坪汽车站发往千岛湖的班车刚发

车，站务员徐来仙指挥车辆发车后走向站务台时，发现地

上有一个信封，她本想捡起后放进垃圾桶，拿到手上才发

现厚厚的，打开一看竟有一大叠百元张的现金。徐来仙

立即向县运管处威坪运管站、汽车站当日值班领导报

告。几位负责人第一时间调看威坪站内视频监控，通过

2个多小时视频查阅和1个多小时的协调联系，终于找到

失主徐短兰，并亲手将1万多元现金交还给失主。

威坪汽车站
万元现金找失主

““新安兵营杯新安兵营杯””乒坛乒坛
再起烽烟再起烽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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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晚，由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杭州市文

化馆组织的“2019杭州市文化惠民文艺演出”活动来到

屏门乡齐坑村，丰富和活跃了农村群众文化生活，让百姓

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此次“2019杭州市文化惠民文艺演

出”活动由杭州桐庐春燕越剧团盛情出演，20余名演职

人员用他们精湛的演技，将时长2个半小时的越剧《望子

成龙》表演得淋漓尽致。

省城送来一台戏
山民很快意

（上接第1版）淳安始终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的原则，千方百计筹措资金，举全县之力大干交通，不但

建好农村公路，而且在管理、养护、运营上也推出了一系

列新举措。为加强农村公路的管理，淳安已连续七年把

农村公路大中修列为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累计投资34

亿元，完成了1324公里农村公路大中修。在全市率先建

立路长制，全部农村公路明确了路长、执行路长和养护责

任人，实行责任包干、长效管理，从而达到“道路洁化、边

坡绿化、河道净化、建筑序化、村庄美化”的良好效果。在

日常养护中，还采取了规范养护、科学养护、绿色养护等

系列新举措。在运营上，不但建成了千岛湖汽车客运总

站、西站、中心站等交通设施，推行了老年人等特殊群体

的减免政策，还实现了农村客运“村村通”。

淳安“四好农村路”的建成，有机串起4个风情小镇、

75个休闲园区、26个乡村景点和40余家高端精品民宿

等重要节点，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公路产业带，有效地发展

了全域旅游、助推了乡村振兴。

美路美景富百姓

如今进入淳安境内，那一条条美丽的农村公路，大都

青山相伴、绿水相依、鲜花相随、鸟语花香，沿线的山水景

观、田园风光、峡谷奇观美不胜收。乘坐在车上或骑行在

绿道上，车移景异，如同车在路上走、人在画中游，让人似

入仙境、又入梦境。

淳安美丽的农村公路，极大地吸引了国内外游客到

这里来旅游观光、骑行体验、休闲度假、摄影、露营、投资

创业。原来清一色的“下湖游”，逐渐向“乡村游”转变，

“旅游公路”也迅速升级为“公路旅游”。公路旅游带动了

农业旅游、体育赛事、物流电商，并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据统计，2018年乡村的水果采摘成为农业旅游新业态，

乡村农业旅游收入达10.3亿元；全县423个行政村实现

电商物流当天送达，带动老百姓收入6750万元；环千岛

湖骑行绿道举办中国自行车联赛，千岛湖国际马拉松等

重大体育赛事20余场，吸引参赛选手及游客400多万人

次，带动旅游收入5.3亿元。淳开线让姜家镇一跃成为

千岛湖旅游副中心，淳杨线成为名扬全国的旅游胜地；白

小线改造后，让石林镇一举成为全国水上运动休闲小

镇。瑶山乡天坪村，一条“天路”的修通，使原产地的石笋

变成网红产品，每年为村民增收60余万元。

淳安乡村旅游热的兴起，不但使当地的瓜果、蔬菜、

茶叶、有机鱼身价倍增，而且连山上的野花、野草、野菜、

野果也成为了宝贝，瑶山乡的天坪石笋就是有力的证

明。更重要的是人流，带来的技术流、资金流、信息流，使

当地的产品迅速畅销到全国各地，而外面的先进技术、高

效产品又纷纷落户到我县乡村，使当地农民在自家门口

就能得到丰厚的回报。

美路美景富了百姓、造福于百姓。通过淳安“四好农

村路”建设的实践，我们再次验证了习总书记强调的“全

面奔小康，关键在农村，农村奔小康，基础在交通”的真

理，坚定了“交通强国”的信心。

万众共筑康美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