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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此存照

记者
··

汪苏洁
···

临近春节，千岛湖鱼妈农产品消

薄增收加油站异常忙碌，7位工作人

员正快速将地瓜干、冻米糖、梅干菜等

各种农产品进行打包……

“这段时间订单多，原本只负责线

上销售的工作人员都去打包了，我也

是忙着盯网上情况，现在网上订单平

均每天至少有200多单。”老板宋建芳

的三个手机难得消停，一直有顾客在

线上咨询。如今，各类生态农产品已

然成了年货市场的香饽饽，很多顾客

老早就瞄上了生态农产品，开启了“囤

年货”模式。

转眼间，宋建芳手机里就收到了

支付宝收款成功的提示。刚有位来自

上海的顾客下单了40斤山茶油、116

斤土猪肉、2只土鸡、60个鸡蛋。接下

这份大单后，宋建芳开始从对接过的

“货源”中为顾客预定、打包相应产品，

然后线上跟顾客确定快递发货时间等

事宜。

这些“货源”都来自我县各村的农

户。由于农户缺少销路致使农产品滞

销难卖，千岛湖鱼妈农产品消薄增收

加油站成了助力农产品出村的重要平

台，通过社群营销的模式让滞销农产

品成功销售，光去年销售额就达600

多万。一批土生野长的地瓜干、土猪

肉、桃胶、橘子等农产品，通过电商源

源不断地走向广阔的市场，带动农户

增收。

“很多农户会主动把好的农产品

拿到这里，你帮他把产品销出去了，他

来年还会拿出更好的产品，实现可持

续增收，真正为基层农户消薄。”宋建

芳说，1月以来就已经帮近百个农户

销售了近20万元的农产品。

随着年货热销，与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的农产品礼盒热销，成为了线上

销售“爆款”。礼盒里可以包含各种顾

客自由搭配的产品，每天都有几百个

礼盒等待发货，“这几个月礼盒订单一

下子猛增，这可能跟前段时间政府为

我们搭台去上海、宁波等地做农产品

礼盒推介有关，有更多的外地顾客了

解了我们千岛湖的生态农产品，所以

带动了我们礼盒产品销售。”宋建芳表

示，农产品礼盒的俏销，也表明农产品

生产经营不能沿用以前的“粗放”模

式，要开始向高端进发。

本土农特产品成年货市场香饽饽
记者
··

程就
··

通讯员
···

方小毅
···

2020年春运已经拉开大幕。

春运期间，道路上人流、车流、物

流高度集中，加上雨雪冰冻等恶

劣天气的影响，一直以来都是道

路交通事故的高发期。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在全力以赴强化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同时，日前

以“守规则除隐患 安全文明出

行”为主题，向全县社区、村两委

发出《春运道路交通安全公开

信》。

公开信要求，各社区、村两委

要认真做好村庄沿线道路（社区）

堆物占道清理工作，有序停车，保

持道路畅通，为春运交通安全畅通

创造有利条件。积极开展本村（社

区）居民、驾驶员的交通安全宣传，

增强交通参与者安全意识，相互提

醒，远离交通事故。不乘坐超员、

拖拉机、货车等隐患车辆，不开无

牌无证、报废、拼装车辆，严禁无牌

无证电动车、电动三轮车和燃油三

轮车上道路行驶和载人，劝导驾驶

人酒后不开车，严禁超载超员、超

速和疲劳驾驶，驾骑电动车必须戴

好安全头盔、不得违法载人，做文

明交通的参与者。教育非机动车

驾驶人特别是电动车驾驶人自觉

做到骑车上路各行其道，右侧通

行，不闯红灯，不越线停车，不逆向

行驶，不抢行猛拐，不违法载人，不

乱停乱放，不扶肩并骑，不停车闲

谈，不违法占用机动车道。横过道

路应停车瞭望、下车推行，确保安

全。

公开信希望，要积极举报酒后驾车、无证驾驶、

超员，拖拉机、货车违法载人等严重危害交通安全的

违法行为。举报电话：110、122、0571-64882297，

短信举报电话：13575780238。同时积极协助交警

和春运服务站工作人员的工作，共同维护春运道路

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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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道本来就不宽巷道本来就不宽，，

小车乱停还加栓小车乱停还加栓；；

环保车辆来上班环保车辆来上班，，

进退不得很难堪进退不得很难堪。。

弄堂里面车乱穿弄堂里面车乱穿，，

乱泊乱停乱拐弯乱泊乱停乱拐弯；；

碍人碍事生事端碍人碍事生事端，，

实在让人心不安实在让人心不安。。

随着新春的脚步越来越近，到处
洋溢着浓浓年味。近日，千岛湖畔城
乡的主要街道、重要路口，工作人员
十分忙碌，在路灯上挂起了一串串火
红的灯笼，让人置身于一片火红的场
景之中，营造了浓浓的节日氛围。

记者 唐家凯 摄

迎春灯笼高高挂迎春灯笼高高挂

七生
··

前几日，笔者坐

上5路公交车，可能恰好是午饭

后，又是周末，车上的乘客较多，

主要是老人和小孩。“快往后挪

一挪，后面还有位置空着呢！前

面都快挤不上来了！”司机扯着

嗓子，带点无奈地大声说。但是

公交车上的乘客，用着细碎的步

子往后移动。笔者一看后座，竟

然有一半是空着的。

为什么公交车经常出现后

座无人“关照”，车

头和中间挤满人的

现象？有些人可能

认为只要上车就行，其他没有考

虑；有些人感觉后座太颠簸，宁

愿在车头站着；有些人觉得反正

坐几站就到了，不必走到车后

座。

在非高峰期，公交车上乘客

不多的情况下，是无大碍。但如

果遇到上下班高峰期或是周末，

人潮拥挤，公交车后座再无人

“关照”，那么可能会造成“头重

脚轻”的现象，想乘车的上不去，

影响上班族和学生。

因此，大家应该提高乘公

交车的规范意识和树立为他人

考虑的思想。在公交车拥挤的

情况下，第一时间看后座是否

有空位，有就马上坐上去，千万

不要堵在车头和中间。公交车

相关部门，可以贴一些关于“往

后走”之类的标语，提醒乘客，

给后座多点“关照”，避免出现

“头重脚轻”，还公交车一个“平

衡”。

给公交车后座多点“关照”

记者
··

邵建来
···

日前，杭州千岛湖滨江希尔顿度假酒店走进淳

安县培智学校，了解这些特殊孩子们的日常生活，陪

伴孩子们锻炼和游玩，和他们一起用歌声与微笑放

飞童年的梦想。据了解，该酒店入驻千岛湖已经8

年，每年都会为弱势群体送温暖，持续为社会慈善事

业献一份力量。

“希尔顿”牵手“培智”
为特殊孩子送关爱

通讯员
···

姜磊
··

春节临近，县综合行政执

法局新城中队党支部组织支部

全体党员干部，分批次前往各

自结对帮扶的困难家庭，向他

们送上年终的慰问和新春的祝

福。

新城中队党支部共有党员

干部10名，共结对联系困难群

众25户。支部党员干部根据

结对户居住地分成6个小组，组

团分批前往所联系的农户家

中，详细了解他们的家庭生活

情况，如遇困难可及时联系帮

扶干部。同时还提醒独自生活

的老人天气寒冷，要注意添衣

保暖。

富文乡六联村的独居老人

方淳有向支部党员详细讲述了

最近生活的困难。其因身体不

好加上几年前又出了事故，最

近经常性眼睛看不清楚。另外

其因未生育子女，现在年纪大

了无人照顾。支部党员干部经

过询问村会计关于村内养老问

题和医保报销问题，向其提出

了合理化指导建议。

交流中，党员们真心真诚

关注结对户生活，用情用心温

暖结对户心窝，一番真情交流

后，党员干部向结对群众送上

慰问金。通过此次的结对帮

扶送温暖活动，进一步增进了

干群关系，进一步架起了党群

“连心桥”。

城管新城中队党员深山忙走亲

记者
··

唐家凯
···

近日，记者在千岛湖镇新安南路路段看见数名

环卫工人手握喷枪，不断变换水枪角度和身体姿势，

认真冲洗砖缝、路牙等角落里的污垢。经过不间断

地清洗作业，人行道变得既干净又整洁。

据了解，水枪射水时会产生很大后坐力，使用过

程双手必须牢牢握紧，而且水很容易溅到衣服上或

者眼睛里。几个小时下来，环卫工人们衣服湿透、眼

睛胀痛都是常有的事。

图为环卫工人坚守自己岗位，积极做好城市卫

生清洁工作，扮靓城市的容貌。

城市“美容师”
为街景沐浴

通讯员
···

方勇
··

1月10日，由县文化馆主办、县文化馆威坪镇

分馆承办、威坪书画院协办的送春联活动在该镇汪

川村文化礼堂拉开帷幕。

为丰富春节期间惠民内容，县文化馆专题组织

送春联活动，在节前为老百姓送上一份贺礼。活动

期间为村民免费送上对联450余幅。据了解，此后

该活动相继在该镇茶合等村展开。

文化馆传统年货
送威坪

通讯员王福平近日

李家坞小区某巷道按快

门。程就配诗。

记者
··

郭佳
··

通讯员
···

程冲
··

《浙江省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设施管理条例》已于1月1日

起正式实施。日前，左口乡在

桥西村文化礼堂开展了《条例》

主题宣传日活动。

活动现场宣传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不仅现场展示了《浙

江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管

理条例》宣传海报，发放了入户

手册、《条例》宣传手册、《条例》

单行本，生态办干部还提供《条

例》解读、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

术等咨询，群众参与度高，气氛

热烈。

据了解，活动共发放条例

单行本、宣传手册等100余份，

广泛普及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管理条例和治理基本知识。

现场村民纷纷表示，通过此次现

场宣传，更直观地学习了《条例》

的内容，有不明白的地方现场就

进行咨询、解答，从而对《条例》

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桥西村文化礼堂从2019

年 12月份开始每周都会举行

一次大型演出，村民、学生都会

到现场观看演出，人流量较大，

群众相对集中，所以我们觉得

在这里宣传效果好一点。”左口

乡生态办负责人说。

截至目前，该乡已经累计

印制发放《条例》单行本 400

本，《入户宣传手册》3500册，

宣传海报、宣传挂图50余套。

左口乡《污管条例》宣传有广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