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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特别生态功能区建设新篇章

红 色 淳 安 20 章

◎6月15日，我县召开“国卫”复评七大专项整治行动现场会暨

“国卫”迎检工作部署会，县领导章传强、余红英、何建法参加。

（记者 余青青 徐帆锦）

政务要览

中国人民解放军皖浙支队交通站

引旗入淳红江岸

记者 程就 刘波
·· ·· ··

王阜乡严家源头的美女尖

山麓，雾云洞亭前，“中国人民解

放军皖浙支队交通站”的标识，

冲击着人们的眼帘。这里，沉淀

着黎明前的腥风血雨，闪现着生

与死的惊心动魄，与浙皖的红色

革命史紧密相连。

一九四七年农历二月十九

日夜，以传统的观音庙会为掩

护，在韭菜坪（现淳安县王阜乡

横路村）籍的皖南游击队骨干胡

何仙率队护卫下，中共皖浙工委

书记、皖浙游击总队总队长兼政

委唐辉，地区直属机关连总指挥

程灿，以及王成信、芮胜、邾繁、

老谢等领导同志在雾云亭举行

会议，在醒目的党旗下，吕义高、

胡德金、胡花果、胡义惷、胡义

仁、胡义如等近十位当地村民举

拳宣誓，光荣入党。

从此，这群世代只知垦荒刨

食、养家糊口的韭菜坪山民，首

次体验到了思想的觉醒，猛然感

觉到了自身的神圣。那面神圣

的旗帜使他们骤然感悟，原来自

己并不能置身世外，更不是孤立

无援，而是属于同一个阶级，这

个阶级抱团奋起的力量，将足以

改变自己乃至整个国度的命运。

为避白色恐怖，在有着丰富

地下工作经验的红色战士提议

下，全体地下党员的党证暂时统

一掩藏于雾云洞后的崖壁中。

此后，韭菜坪成了红色武装

前出淳安的桥头堡，雾云亭充当

地下党员的联络点，雾云洞变身

向皖南东山、瓦上等红色根据地

传递情报的中转站，亦成为淳安

解放战争初期红色武装进可攻、

退可守的坚实屏障。

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淳安

的反动势力十分猖獗，对边区的

革命群众心狠手辣，对皖南的红

色武装虎视眈眈。然而他们没

有想到，其一举一动，尽在人民

武装的掌握之中。雾云洞侧那

两个不起眼的小石匣，成了韭菜

坪地下党员和皖南支队交通员

传递情报的秘密所在。淳安的

敌情，上级的指示，在观音像前

的缭绕香烟中巧妙传送。为此，

中国人民解放军皖浙支队在淳

安境内神出鬼没，出其不意，行

动灵活，运筹自如。交通站为中

共淳分昌工委建立和淳安解放

战争初期著名的邵家坪围歼战、

天堂庵阻击战的胜利发挥了重

要作用。

解放前夕，胡何仙被叛徒出

卖后遭遇反动武装伏击枭首；黎

明时分，程灿在桐庐印渚埠与白

军保安团作战时壮烈献身；解放

初期，唐辉在回访浙皖边区根据

地时失事牺牲。而韭菜坪（现横

路村）地下党员们的党证不慎在

风雨蚀食中损毁，能为他们“证

明身份”的希望变得越来越渺

茫。但全体党员始终以党员自

居，用誓言自励，固守初心，奋斗

终生。

解放后，随着一浪高过一浪

的建设热潮，由于缺乏必要的证

明身份的条件，韭菜坪“地下党

员”们的身份一直没有机会验

证，时间的流逝更让其成了一个

日趋远去的“悬案”。但大家并

没有将此解不开的“心结”转换

为心不甘“情绪”，他们依然以战

争年代同样的觉悟和斗志，积极

投身激情燃烧的岁月，全力融入

万马奔腾的时代。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仙人潭

小型水电站建成，云雾山中的韭

菜坪实现了村里通广播，户户亮

电灯。六十年代，黄石潭与韭菜

坪的连线公路接通，汽车将大山

和外面的世界大大缩短。七十

八十年代，村里大力兴修水利，

引进了贡菊，发展山核桃、茶叶

等，先后建造了大会堂，建起了

茶厂，办起了学校，一口清澈的

高山池塘更是日夜映照着这里

的变迁。进入二十一世纪，村里

的变化更是日新月异，网状林

道、硬化公路、互联网络、休闲广

场、小车别墅，让人眼花缭乱，显

示着这里的发展与蜕变。

悠悠岁月，铮铮铁马。一

块四处流民的寄身地，一群生

存维艰的拓荒者，数百年听天

由命，几十代自生自灭，却与跌

宕起伏的红色斗争史难解难

分，在风起云涌的淳安革命史

中扮演主角。这不是历史的裹

挟，而是潮流的荡涤，更是精神

的升华。

如今山花已烂漫，先烈应在

丛中笑。横路村，韭菜坪，这个

只用植物作地名的山寨，这个曾

经战鼓闹开场的雄关，这里的人

们，时刻疏浚着红色的源头，不

断构筑着精神的家园，向着更美

好的明天迈进。

中国人民解放军皖浙支队

交通站，必将激励着后来者为振

兴家邦而克难前行。

记者
··

徐帆锦
···

通讯员
···

洪霞丽
···

近日，县法院联合县检察院、

县司法局、县农业农村局和开发

集团共同开展以“法护水生生物

资源 共建生态美丽家园”为主题

的增殖放流活动。

活动现场，各部门代表及县

人大代表、县政协民主监督员、渔

民代表共40余人，将近5万尾鲢

鳙鱼苗和1万尾三角鲂投入千岛

湖。

据介绍，近年来，破坏渔业资

源案件是淳安涉环境资源刑事案

件中的“大头”，主要集中在盗捕

鲢鳙鱼、非法捕捞水产品这两

类。今年1月至6月，先后已有

15人因破坏渔业资源被判处刑

罚。因此，本次活动还特别组织

了破坏渔业资源的部分缓刑矫正

人员参加，将普法教育融入实

践。放流结束后，县法院法官和

渔政执法队工作人员还联合为矫

正人员上了一堂“精准普法”课，

讲解涉及渔业资源相关法律规

定、典型案例等内容。

“我们希望通过开展增殖放

流活动来倡导全民增强法治保护

生态的意识，助力改善水域生态

环境，引导全民共护千岛秀水，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特别生

态功能区建设贡献应有的力量。”

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余爱华说。

牢记殷殷嘱托 践行学史为民
淳安推出“民呼我为 小事快办”服务

记者
··

王朝峰
···

杨奇
··

为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作

为茶叶大乡的王阜乡，将“炒茶”

这件“小事”作为党史学习教育

为民办实事的攻坚方向，创新推

出“共享茶厂”服务群众新模式，

让大山深处的“茶农”得到实惠。

据悉，“共享茶厂”是王阜乡

联合乡里的龙头企业淳安千岛

湖严家大方茶业有限公司建立

的，主要为茶农提供一整套完善

的茶叶培管、采摘、炒制、销售等

产业链，实现茶叶炒制的设备、

技术、渠道、品牌等多方面资源

有机共享。比如，公司的炒茶设

备在自用的同时，免费提供给茶

农使用，公司专业技术人员手把

手指导茶农严格按照标准工艺

炒茶，然后由公司统一收购，采

用“严家大方”或高山龙井的品

牌，依托公司的渠道进行销售，

提高茶叶品牌效应。“共享茶厂”

不仅解决了茶农茶叶炒制标准

和技术不统一、品质难保障的难

题，更将每斤茶叶价格从茶农自

行炒制的200多元提升到400

多元，为严家坪村、闻家村等茶

农加工高品质茶叶2000余斤，

额外增加收入近40万元。

干部肯实干、基层有实感、

群众得实惠。在实践活动中，淳

安推出的“民呼我为 小事快办”

服务，一方面，通过“惠民食堂”、

“8号民生会客厅”、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站（所）等载体，充分打

通基层村社意见需求的反馈上

报渠道，实现“小事现场应”；另

一方面，推动干部多跑腿，在上

门听问题、送服务外，发动党员

干部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上的

特殊困难需求，如为项目环评送

“医”、为残疾孩子送教、为专业

领域送技术，将许多需要专业技

术和特殊方法才能处理的“小事

情、小麻烦、小问题”，解决在厂

房里、楼道间、家门口。

在做好小事现场应、上门办

的同时，淳安还通过“电力关爱

码”、5G医疗下乡、“智能阳光厨

房”建设等数字化手段，不断强

化对孤寡老人、老区群众、学生

群体等特殊主体的关心、关注、

关爱，通过“小事智能解”，让守

护“一键直达”。

目前，聚焦当前群众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问题，淳安已梳理形

成以“四个十”为主要内容的活动

方案，重点是要在问需于民、解困

于民和减负于民上下功夫，将“民

呼我为”贯穿到各项工作中去，做

到一体谋划、一体推进、一体落实，

真正实现小事快点办、新事示范

办、难事突破办和大事合力办。

23位行家里手担任“千岛湖
梦想大讲堂”特色讲师

记者
··

余青青
···

通讯员
···

许鹏
··

近日，“千岛湖梦想大讲堂”

特色讲师聘任仪式在县委党校举

行，23位来自全县各领域的行家

里手被聘任为“千岛湖梦想大讲

堂”特色讲师。

为深入贯彻落实“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去年10月，

县委党校在下姜村揭牌成立了

“千岛湖梦想大讲堂”。通过这一

平台，召集更多的思想引路人、实

践引路人，认真总结提炼淳安在

党的建设和特别生态功能区建设

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形成一系列

具有鲜明淳安特色、可复制可借

鉴的乡村振兴特色课程和精品课

程，让“千岛湖梦想大讲堂”成为

全国基层党员干部都向往的教育

培训阵地。

本次聘任的23位讲师，将进

行一系列授课。授课内容既有习

总书记在下姜的小故事、淳安历史

及移民文化等本地历史类，也有中

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军

精神等红色教育类及乡村直播经

济、农夫山泉、乡村物业经济等乡

村振兴类，还有保水渔业、美丽乡

村建设等环境保护类。

县委党校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聘任我县23位本地的行家

里手担任“千岛湖梦想大讲堂”特

色讲师，是党校培育一支最具特

色的师资队伍，也是打响“千岛湖

梦想大讲堂”品牌的重要举措。

他们将全面宣传与展示淳安在红

色教育、特别生态功能区建设和

乡村振兴等方面的经验成果和实

践案例，从而进一步促进下姜党

性教育基地教学品位的提升，使

下姜党性教育基地成为全国有特

色、高水平的基层干部教育基地。

记者 余青青
·· ···

6月12日，“喜迎亚运·乐跳

竹马”淳安县第三届竹马大赛在

汾口镇举行。此次竹马大赛，历

时四个多月筹备，吸引了全县各

界23支队伍报名参赛，其中13

支队伍进入决赛。

比赛现场精彩纷呈，每支队

伍表演各具特色，引得现场观众

连连喝彩。经过激烈角逐，最终

《我骑竹马迎亚运》、《小小竹马闹

华诞》、《战马奔腾》、《萌娃跳竹

马》、《马跃盛世》、《五和竹马迎亚

运》荣获此次大赛的金奖。

“‘淳安竹马’是国家级非遗

项目，是淳安人的文化之根。本

届大赛注重把传统的文化赋予现

代元素，力求全新效果，总体我看

了后非常满意，也祝福我们淳安

的竹马比赛越办越好！”淳安竹马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方炳坤激动地

说。现场，他还为大家示范跳竹

马的精髓部分。

竹马欢腾展淳风
我县举行第三届竹马大赛

林间铁皮林间铁皮
石斛花开采石斛花开采

日前，在左口
乡桥西村奥龙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铁皮
石斛基地内，工人
们正在采摘盛开的
铁皮石斛花。近年
来，我县大力推进
“一亩山万元钱”科
技富民模式，目前，
已建成“一亩山万
元钱”林下经济示
范区5个、示范村8
个、示范户 60 户、
示范基地 8000 余
亩。至2020年底，
全县发展林下经济
67 万亩，产值达
128.7亿元。

通讯员 钱德星
记 者 徐 丽

法护一湖秀水 共促生态文明
我县多部门联合开展增殖放流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