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方婷婷 通讯员 何胤昉/文
记者
··

王建才
···

/
·
摄
·

“新年快乐，鼠年行大运！”

“新的一年，祝大家生活更加幸

福美满！”……1月13日，姜家

镇文渊狮城人气爆棚，大家的热

情一浪高过一浪，将冬季的寒冷

吞噬殆尽。在一片吉祥喜庆的

氛围之中，大家有的舞狮子、跳

竹马，有的织手帕、摆造型，一个

个争着抢着亮“家底”、晒“宝

贝”，都想请中央电视台摄制组

把自己的新年祝福送给全国人

民，也让祖国各地的人们欣赏到

水下千年狮城的文化魅力。

当天，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推

出的《传奇中国节·春节》在姜家

文渊狮城取景拍摄，除了展现狮

城本身的古朴美，也让大家看到

了一批又一批老手艺人的坚守

美。他们带着自己的“绝活儿”来

到现场，为全国观众展示浓浓的

淳安风情，送上质朴的节日祝福。

草龙：威风八面襄盛世

欢度春节要热闹，舞龙舞狮

少不了。汾口草龙作为省级非

遗项目，至今已有500余年的历

史。草龙一般以两条为一组，每

条长21米，全龙由稻草编织而

成，辅之少数的彩带作为装饰。

挥舞时，两条金色的长龙上下翻

飞，时而仰天长啸，时而卧底潜

行，活灵活现。

非遗传承人余积新是汾口

赤川口村出了名的舞龙“老

手”。“我已经是我们家族的第八

代传承人啦！小时候看着爷爷、

爸爸他们走街串巷舞草龙，又热

闹又威风，我就跟着学了。不仅

如此，我还会编草龙，你看这两

条就是我一手编起来的。”谈起

自己的手艺，余积新滔滔不绝，

“现在草龙不仅是一项民俗活

动，更是我们汾口人的精神寄

托，舞一舞祈求来年风调雨顺，

生活幸福安康！”

竹马：红黄白绿跳丰年

形不似意相同，跳竹马也是

一代又一代淳安人的珍贵记

忆。马首系于身前，马臀系于身

后，左手抓马颈，右手执马鞭，来

自安阳上梧村的范小连操控着

黑马在队伍中跳得正欢。伴随

着轻亮的锣鼓声，马儿一会儿点

头、一会儿鞠躬，偶尔还调皮地

和周边来一场亲密互动，惹得大

伙儿不断拍手叫好。

一个竹马班通常有红、绿、

黄、白、黑五马组成，由五人饰民

戏曲人物模样，作各种舞蹈动作

和交换队形的表演。“2014年，

竹马被列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名录，这是值得我们骄

傲的一件事。作为本地人，我们

应当更加积极传承和保护竹马

艺术，并向全世界展示我们优秀

的淳安文化。”范小连表示。

睦剧：自家小戏享乐趣

“张五可，你比那美天仙还

要美……”不远处的醒狮阁传来

悠扬的戏曲声。走近一听，原来

正在表演睦剧经典曲目《雪兰

花》。

睦剧，是我县特有的地方小

戏，因早期演出只有小旦、小生、

小丑三个角色，故又称“三角

戏”。睦剧道白使用淳安方言，

内容多取材于农村日常生活，表

演自然活泼、通俗易懂，具有浓

厚的地域风格和生活情趣，深受

百姓喜爱，也是我县第一个获批

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今天这场面平常可看不到

啊，有这么多精彩的节目，还有

好听的睦剧。”来自姜家镇墨香

湖居小区的章先生一行人坐在

台下，看得津津有味。他说，央

视来拍摄节目，自己一定要凑个

热闹，沾沾新年的喜气。

麻绣：喜鹊登枝迎春来

在文渊狮城过春节，不仅能

看到传统热闹的民俗表演，还能

体验到具有淳安特色的老手

艺。“哇！这牡丹绣得真好看，栩

栩如生，像是要活过来一般！”

80后非遗传承人管建丽支起了

八都麻绣摊位，一大批市民游客

将她围得水泄不通。管建丽身

着“蝴蝶西瓜”图案的麻衣，手指

上下灵活翻飞，麻线不停地在青

蓝色的绣布上留下痕迹，一朵朵

牡丹逐渐成型。

八都麻绣历史上流行于王

阜乡一带，原是山越居民日常

生活的麻织用品，因在麻布上

面绣有各种构图生动、形象独

特、寓意美好的图案，故称之

“麻绣”。“在以前困难的时候，

哪穿得起棉布、丝绸这些，所以

农民们日常都用自己生产的麻

绣。虽然一道道工序做起来很

辛苦，但可真是大家赖以生存

的必需物资。现在生活好了，

我们也不能忘本，要好好地将

它传承下去。”

“喜鹊迎梅”、“四季发财”、

“狮子滚球”、“凤穿牡丹”……一

件件寓意吉祥的麻绣作品，正是

朴实的淳安人民对于美好生活

的最大期待与感恩。

我县有国家级、省市县级非

遗项目100多项。竹马、睦剧、

宋城拉狮、汾口草龙、姜家旱船、

大墅竹编、八都麻绣、青溪龙砚

……如今，越来越多的物质与非

物质文化遗产，正不断施展着它

们的独特魅力，向全国、全世界

展示着淳安之美。同时，淳安也

已最热情最开放的姿态，欢迎故

朋新友的到来！

千年狮城文化浓千年狮城文化浓 多彩非遗贺新春多彩非遗贺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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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特别生态区 共享康美千岛湖

学习贯彻县委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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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十四届八次全体（扩大）

会议召开后，我县各乡镇部门通

过各种方式，深入学习贯彻落实

全委会精神，并将会议精神转化

为奋斗实干、改革创新的精神动

力，凝聚淳安“共建特别生态区、

共享康美千岛湖”的强劲动能。

梓桐镇利用周夜学、固定下

村日等载体，组织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对全委会精神进行深入学习

讨论，引导大家深刻领会“共建特

别生态区、共享康美千岛湖”新时

期重大使命，坚持不懈推进“破旧

立新、思想解放”。

下一步，梓桐镇围绕建设美

丽、时尚、幸福的书画艺术小镇目

标，深耕“大艺术”文章，依托已有

基础，全力拓展研学旅行、高校写

生、康养乡旅等产业市场，积极谋

求“深绿”发展路径。扎实推进消

薄增收，深化龙头企业带动和“一

村一策”消薄增收模式，进一步激

发番薯、茶叶、山核桃等传统产业

创收活力，提升村集体和农户自

身“造血”功能。坚定环境保护决

心，扎实有序巩固整治成果，持续

动态开展工作“回头看”，做好垃

圾分类、五水共治、清洁乡村、统

防统治、肥药双控等常规动作，不

断提高治理标准，严防环境保护

新风险、新隐患。同时，鼓励镇村

干部在履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

深入生态保护、消薄增收、信访化

解等一线重点工作磨练，及时防

范化解工作矛盾和风险，锻造一

支肯干事、能成事的“梓桐铁军”。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全体

干部职工对全委会精神进行深学

笃行。首先是聚焦更高站位，贯

彻好全委会精神。将学习全委会

精神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成果运用紧密结合，通过

领导带头学、突出重点学、结合实

际学，推动全局干部职工把全委

会精神转化为做好退役军人工作

的内生动力，从思想根源上树立

做好退役军人工作就是支持国防

建设、维护改革发展大局和社会

和谐稳定的工作理念。其次是聚

焦更高定位，谋划好全年工作。

牢固树立退役军人工作牵头主抓

意识，加快推进退役军人事务组

织管理体系、工作运行体系、政策

制度体系建设，统筹协调各方力

量共同推动退役军人工作，不断

提升退役军人工作的服务质量和

服务效率。最后是聚焦更实举

措，落实好政策保障。紧扣春节

等关键时间节点，及时做好走访

慰问、优抚资金发放、部分退役士

兵社保接续等工作，切实增强退

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的获得

感、幸福感、荣誉感，充分调动他

们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为淳安特别生态功能区建

设作出积极贡献。

在学深悟透中凝聚前行力量

王筱倩
···

春节临近，网络上央视春晚

和各家卫视春晚竞相爆料，哪位

明星来唱歌，哪位相声演员又有

新段子……不过，不管这些春晚

如何吸引眼球，随便去淳安哪个

村问问：“今年准备看哪个春晚

啊？”村民们脱口而出：“当然是我

们村的‘村晚’呀！”没错，给他们

印象最深的，是自己村里的“村

晚”。

过年办“村晚”，早些年在淳

安还是新鲜事儿，今年，但凡建

有文化礼堂的村庄，都计划办一

场或多场“村晚”。村民们自编

自演歌舞、小品、相声等，与村人

村事村情村貌紧密结合，夸夸身

边好人，说说孝老爱亲，聊聊农

村热点，讲讲家乡变化，歌颂党

的好政策，一个个节目，无不传

递着幸福生活的枝枝叶叶。看

着隔壁李大哥、王大姐、张小妹

在舞台上认真排练，大家也都满

怀欣喜，期待自己成为下一个

“主角”。

“村晚”红火的背后，是乡村

振兴发展的大背景，富裕起来的

农村、腰包鼓了的农民，开始渴

望文化的滋养，希望拥有更多的

精神文化享受。习近平总书记

曾明确指出：“乡村振兴既要塑

形，也要铸魂。”魂以何铸？文以

化人，文以铸魂。乡村振兴，既

要让农村环境美起来，村民富起

来，也要让人们的精神丰盈起

来。一台“村晚”，汇聚了全村乃

至全乡的文艺人才，挖掘了十里

八乡的传统文化艺术，既吸引了

村民，也唤回了乡贤及外出创业

的游子。

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相辅相

成。在这个春节，在广袤的浙西

大地，一场场“村晚”的欢声笑语

将盖过了猜拳声麻将声，成为乡

村振兴发展的主旋律。这旋律如

此动听，让我们看到了乡村文化

繁荣的新希望！

“村晚”唱响
乡村振兴主旋律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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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上午，全县离退休干部

情况通报会召开，县委副书记、政

法委书记郑志光参加并讲话。

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费林建

主持会议。

在听取县委老干部局工作情

况通报后，郑志光通报了县委十

四届八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

他指出，报告分五个方面总结了

2019年的工作成绩：生态保护坚

定坚决，淳安生态本底更为牢固；

新型业态崭露头角，产业转型步

伐更加坚实；乡村振兴百花齐放，

美丽城乡建设更具魅力；民生事

业持续进步，群众生活改善更显

成效；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干事创

业活力更趋强劲。

郑志光指出，新的一年，要以

坚定坚守的战略定力、干事成事

的素质本领、敢闯敢试的改革劲

头、担当作为的硬实作风，通过

“高标准保护、高质量发展、高品

质生活、高水平创新”，打造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饮用水源保护

区、“两山”理论的实践区、城乡融

合生态富民的示范区和生态文明

制度改革创新的先行区。

郑志光表示，老干部为淳安建

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有

责任、有义务关心照顾好老干部。

希望离退休老干部、老同志保重身

体，继续发挥余热，继续支持县委

县政府的各项工作，为“共建特别

生态区、共享康美千岛湖”建言献

策，当好参谋。同时，各乡镇、部门

要始终如一，用心、用情、用力做好

老干部工作，让老干部、老同志老

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全县离退休干部
情况通报会召开
郑志光参加并讲话

记者
··

江晓帆
···

日前，浙江省城镇环境整治

工作领导小组美丽城镇建设办公

室发布通知，确定169个城镇列

入浙江2020年度美丽城镇建设

样板创建名单。我县汾口镇、威

坪镇名列其中。

据了解，样板创建城镇是省

美丽城镇办在各地申报基础上，

组织专家对申报城镇进行综合审

查后确定的。按照省美丽城镇建

设样板创建要求，将小城镇分都

市节点型、县域副中心型、特色

型、一般型四类进行样板培育，不

同类型将从环境美、生活美、产业

美、人文美、治理美“五美”方面有

侧重地开展行动。

近两年来，我县全力推进小

城镇环境综合整治，22个乡镇的

整体环境面貌明显改善，乡村历

史文化和小城故事得到传承，乡

镇产业发展主题定位进一步明

晰，老百姓获得感进一步提升。

连续两年，我县荣获小城镇环境

综合整治工作“省级优秀县”称

号，汾口、威坪等8个乡镇获“省

级样板”。

按照省“百镇示范、千镇美

丽”建设实施意见，下一步我县将

围绕“康美千岛湖”和特别生态功

能区建设，初步构建以建制乡镇

（不含千岛湖镇）政府驻地为中

心，衔接美丽乡村建设，城镇村三

级联动发展的全域美丽新格局。

“我们力争用三年时间，将

12个以上小城镇打造成为市级

美丽城镇，其中5个以上成为省

级样板，其他达到美丽城镇基本

要求。”县美丽城镇指挥部相关

负责人介绍，我县以农旅融合、

产镇融合、城乡融合为目标，扎

实做好乡土民风固本、乡愁记忆

塑形、乡贤能人聚力三篇文章，

充分发挥小城镇的桥梁和纽带

作用，使美丽城镇成为继美丽县

城、美丽乡村之后的又一张“金

名片”。

全省2020年度美丽城镇创建

淳安两个乡镇入选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