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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家老茧站变身为蚕桑王国研学基地

双溪村举办
“蚕堡王国研学节”
记者 张婧 通讯员 叶婵
·· ·· ··· ··
为进一步塑造姜家镇研学旅游品
牌，发展壮大姜家镇研学旅游市场，
引
领千岛湖地区的研学发展，
日前，
姜家
镇在双溪村成功举办了千岛湖“蚕堡
王国研学节”。
活动现场，一群孩子们正在老师
的讲解下了解蚕桑业的历史，还在蚕
桑研学区用自己的创意进行蚕茧公仔
涂鸦、缫丝纺纱、扎染等体验制作，玩

得不亦乐乎。
蚕堡王国在老龙泉茧站的基础上
建成，
是依托双溪蚕桑科普馆，以蚕桑
文化为主题打造的特色主题研学基
地。基地内有 500 平方米的蚕桑体验
区、2000 平方米的蚕堡王国主题情景
式体验区，让孩子们在基地体验 5000
年非遗文化传承，
感受传统蚕桑作业、
现代科技和美学生活的融合。
为了做好研学的配套，火石品牌
对龙泉茧站另一栋老旧的房屋进行文

创化改造，打造蚕桑主题精品民宿
“云
里雾里客栈·双溪茧舍”
。
据悉，双溪茧舍和蚕堡王国项目，
是淳安县首个研学主题民宿，也是淳
安县首个蚕桑研学基地。
“ 研学+民
宿”模式，将为村内提供稳固的客流
量，打破淡季旅游无客流的魔咒。同
时，村企合作盘活了村内闲置资产，提
高了村集体收入，为村集体消薄增收
提供了有力支撑。
当前，姜家镇正迈步在
“全域旅游

新中心、乡村振兴模范生”建设的征程
上。随着素质教育理念的深入和旅
游产业跨界融合，研学旅行市场需求
不断释放,预计 2019 年接待游客将
突破 200 万人次。文渊狮城非遗文
化、龙川湾知青文化、翰红墨香党史
文化、瀛山书院儒学文化等主题研学
旅 游 风 起 云 涌、强 势 发 展 。 云 里 雾
里·双溪茧舍作为千岛湖首家研学客
栈，也成为了姜家镇农旅融合、乡村振
兴的典型代表。

有位长跑运动员
名叫
“农夫山泉
农夫山泉”
”
上个周末，秀美的千岛湖一改平
日的“淑女”形象，演绎了万马奔腾的
壮观。2019 千岛湖马拉松赛成了屏
幕的主角、网络的热词。受到激情的

城乡新闻

农商行员工探秘
千岛湖传媒集团
通讯员 邢银权
··· ···
近日，千岛湖传媒集团（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
人头攒动，农商行的 38 位内部通讯员首次参观新闻
宣传单位，体验宣传工作流程和新闻采编程序化操
作。
“新闻宣传是提振士气，传播文化与理念的有利
途径，也是拓展营销的喉舌”
。负责接待的千岛湖传
媒集团工作人员包刚说。在实地参观学习中，农商
行工作人员首次接触大银幕，参观其录音棚、监控中
心和系列栏目录制现场，实地体验了一把新闻一线
工作者的工作流程与采编过程，也深深地被新闻工
作者坚持真我、立足现实、还原事件真相的求实精神
所感动，也被他们“脚底板下出新闻”的勤奋职业习
惯所感染。
这是农商行助推
“就近跑一次”
、乡村振兴、数字
蜂业等一系列惠民措施后的又一次实地尝试，也是
为普农惠商、数字银行转型的宣传积蓄能量、发现内
宣人才的一次新的尝试。此次的参观学习，将宣传
部门分秒必争的“极速精神”与农商行深耕普惠，解
民危难的“三水精神”相融合，更加挖掘了农商行扎
根三农、服务淳安地域的奋斗底蕴，更好地合作共创
“淳安故事”
和
“农商故事”
，更好地提升服务基层，满
足老百姓的基础金融需求，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
里，努力将农商银行打造成为淳安老百姓最便捷的
社区银行。

“裹挟”，一瓶“有点甜”的千岛湖农夫
山泉竟然也动感十足，跑兴大发，性

火炉尖社区
开展燃气安检

情激灵地加入了万众汹涌的人流中，
尽显风流，大出风头。

通讯员 郑家平 记者 程就 摄

通讯员 徐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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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省人民医院淳安分院）

姓名
于 民*
郑成根
沈泉泉*
蓝建平*
范丽英
陈新红
蔡茂华
黄健戈
刘玉平
章水均*
江苏安
徐仁斌
赵小波
徐慧群
占小平
黄恩铭
余威勇
姜云清*
黄健戈
徐风洲
郑德明
王长华*
严建平*
董全进*
王 亮*
寿华峰*
戚晓虹*
钱文志
邵 磊

专业
职称
坐诊时间
神经内科
主任医师 周三上午
心内科
主任医师 周三上午
肾内科
副主任医师 周三上午
血液病内科
主任医师 周三上午
妇产科
主任医师 周三上午
感染科、肝病门诊 副主任医师 周三上午
普外科、甲乳外科 主任医师 周三上午
中医科
主任中医师 周三上午
口腔科
主任医师 周三上午
骨 科
副主任医师 周三上午
呼吸内科
副主任医师 周三上午
儿 科
副主任医师 周三上午
骨 科
副主任医师 周三下午
眼科
副主任医师 周四上午
普外科、肝胆胰外科 主任医师 周四上午
骨科
副主任医师 周四上午
感染科、肝病门诊 副主任医师 周四上午
妇科
主任医师 周四上午
中医科
主任中医师 周四上午
儿科
主任医师 周四上午
感染科
副主任医师 周五上午
主任医师 周五上午
心内科
呼吸内科
主任医师 周五上午
肛肠外科
副主任医师 周五上午
手外科
副主任医师 周五上午
妇科
副主任医师 周五上午
眼科
主任医师 周五上午
骨科
副主任医师 周五上午
儿科
副主任医师 周五全天
疑难病多学科联合门诊（MDT）
蔡茂华 多学科联合门诊
主任医师 周三上午
范丽英 高危妊娠联合门诊 主任医师 周三上午
于 民* 头痛头晕联合门诊 主任医师 周三上午
陈旭萍 高危妊娠联合门诊 主任医师 周四上午
本周末特色专科门诊
徐东燕 小儿性早熟、矮小症 主任医师 周六上午
徐仁斌
儿 科
副主任医师 周六全天
徐东燕 小儿性早熟、矮小症 主任医师 周日上午
徐风洲
儿 科
主任医师 周日全天
注：带“*"号者为省人民医院派驻专家。

闲置物资处置公告

根据有关规定，12 月 3 日至 7 日在南山一路 29 号原美饰
家建材市场公开处置一批闲置物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标的物资
空调、冰箱、热水器、洗衣机、煤气灶、油烟机等；沙发、茶
几、台灯、电视柜等；书桌、椅子、席梦思、马桶等；电脑、门锁、
龙头、对讲机等；办公桌椅、装饰画等（具体清单、价格详见现
场公告）。
二、处置方式
处置方式详见现场公告。
杭州千岛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 年 11 月 27 日

浙大总裁班爱心再度暖青中
通讯员 钱立金
··· ···
12 月 1 日，
浙大总裁班爱心
学员童小龙、唐朝阳等 14 名浙
大 EMBA22.23 期总裁班爱心
学员来到青溪初中，
第二十届爱
心基金颁奖仪式温情举行。
2009 年 5 月 23 日，浙江大
学人文学院 EMBA22.23 期总

裁班 47 名学员与该校签定了
爱心助学基金协议，
成立了爱心
助学基金会，
已经举行了十九届
爱心基金颁奖大会，
共颁发爱心
奖优助困基金 950000 余元，有
成百上千人次的学生享受到了
爱心基金的奖助。
本届爱心助学基金奖优助
困共惠及 364 名学生，其中包

括优秀寝室长、学习标兵、闪耀
之星、未来之星，以及县中小学
体育运动会等方面大显身手的
特长素质之星以及特殊家庭需
要帮扶的 30 名寒门学子等。
活动中还举行了爱心捐赠
10 周年纪念碑揭碑仪式。童小
龙学员现场宣布，爱心奖助青
中学子活动将再续十年。

近日，火炉尖社区对辖区内使用天然气、液化气
的餐饮场所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检查行动。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对辖区内酒店、饭店和个
体餐饮经营户等使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等用气的
餐饮场所逐一排查，了解相关餐饮经营单位用气情
况。检查中发现，辖区内使用的天然气、液化石油气
都是由正规单位配送的，但是也有不少经营户存在
液化气软管过长，煤气罐和燃气灶的距离过近等问
题。工作人员及时对经营户进行燃气使用安全教
育，并详细介绍液化气、天然气使用不当的危害性等
安全常识，做到防患于未然，确保安全无事故。

交通运输局
注重党建带妇建

“车让人”还须
“人快走”
程就
··
交管部门对于车辆礼让行
人行为管理得非常严格，如果
被发现或是被监控拍下没有礼
让行人就会被罚款和扣分。然
而笔者发现，一味地车让行人
在某种程度上却容易助长部分
行人“我弱我有理”的想法。
车让人的初衷是为了保障
行人和非机动车辆的安全。然
而，车让人绝不意味着作为行
人过马路时就可以有恃无恐，
络绎不绝，也不等同于行人过
马路就可以像散步一样，晃晃
悠悠，甚至有的行人还会一边
过马路一边玩手机,乃至故意在

斑马线上享受“一夫当关，万车
莫开”的快感。这些行人显然
是没有注意到这样的行为可能
隐藏的严重后果。首先，晃晃
悠悠过马路会造成车辆拥堵，
尤其在上下班高峰期，更是会
加剧堵车现象，进而进一步加
剧人车矛盾。其次，如果遇上
不礼让的司机或是将油门错当
刹车的司机，行人就会有被撞
的风险。
在笔者看来，车让人并不
仅仅是驾驶人单方的事情，而
是行人与驾驶人相互理解、相
互体谅的结果。在没有红绿灯
的斑马线路口，车辆礼让后，行
人过马路要快，以减少车辆等

老乡倾心帮老乡

手递玫瑰留余香

候时间。在等车、等人需要停
留的情况下，行人一定不要在
斑马线上停留，以免行驶车辆
摸不清你的意图而不知道是该
让你还是不该让你；在有红绿
灯的路口就简单多了，根据交
通信号灯的指示通行，且不要
看书、玩手机等，更不可为了少
走几步路或节约几秒时间就翻
越护栏。
诚然，在道路交通环境下，
与钢铁铸成的机动车相比，
行人
永远是经不起碰撞的弱者。但
行人也切忌总拿弱者说话。车
让人，
不仅考验驾驶员的法律意
识和行车道德，
同样也考验行人
的安全意识和文明素质。

通讯员 吴荟
··· ··
日前，交通运输局党委组织党员和女职工代表
到梓桐镇石川坞，开展了党建拓展活动。
经过热身游戏、破冰起航、挑战指压板、团队建
设等环节，每队都成功交出了别出心裁的答卷。在
此次拓展活动中，大家不放弃、不掉队、互帮互助，竭
尽全力完成了每一个挑战项目。各队人员激情澎
湃，热烈紧张赛出了风采，彰显了顾全大局、团结互
助、协作服务的团队精神，更感受到了
“交通”这个大
家庭的温暖。

异地淳安商会助力消薄献良方
记者 郭佳 通讯员 方雅倩
·· ·· ··· ···

立此存照

装车犹如建大坝，
装车犹如建大坝，
贪心实在比天大；
贪心实在比天大
；
车厢加高装不下，
车厢加高装不下
，
干脆车外随便挂。
干脆车外随便挂
。

不文明行为曝光台
通讯员刘瑛昨日 05
省道一路段按快门。程
就配诗。

暴饮暴食胃要炸，
暴饮暴食胃要炸，
超限超载很可怕；
超限超载很可怕
；
倘若突然散了架，
倘若突然散了架
，
害人害己招人骂。
害人害己招人骂
。

11 月 28 日，枫树岭镇乳洞山村
的村委办公楼里显得格外温暖。远道
而来的深圳市淳安商会一行 20 余人，
与乳洞山村“联姻”，开展精准帮扶行
动。
活动当天，深圳市淳安商会向乳
洞山村老年食堂捐赠 10 万元，与乳洞
山村签署了农产品销售框架协议，并
为与乳洞山村的合作项目杭州千岛湖

乳洞山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揭牌。随
村基本情况，挖掘资源潜力，盘活村
后，走访了 2 户贫困农户，了解生产生 “闲置资产”，
寻找到了一条合作共赢、
活情况，为他们送去慰问金和慰问品。
长远发展之路。
今年以来，深圳市淳安商会响应
“我们始终想着如何使这里的绿
县委统战部、县工商联关于开展商会
水青山能够真正发挥它的价值，同时
系统助力消薄增收工作的号召，与枫
做到生态旅游，森林康养，让父老乡亲
树岭镇乳洞山村
“联姻”结对。在签订
在我们的助力下，能够在工作上得到
结对帮扶协议后，商会迅速行动，召开
一些就业的机会，生活上增加他们的
理事会研究帮扶方案，动员商会会员
收入，让他们的生活能够更加幸福。
一起参与帮扶活动。为了使帮扶更精
作为深圳市淳安商会，特别是异地的
准、长效，商会多次到访考察，了解该
淳安人，我们永远心系家乡，总想着回

报桑梓。”深圳市淳安商会会长汪小平
说。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县工
商联在落实主题教育，推动异地商会
开展商会
“联姻”活动时，鼓励、引导商
会变输血为造血，利用商会或者会员
企业资源，推动结对村产业发展，确
保特色项目
“引进来”
、特色产品
“走出
去”
。截至目前，
8 个异地商会已与
“联
姻”村开展帮扶活动 15 次，落实产业
帮扶项目 6 个，帮助增收 50 余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