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界首乡严家村文化礼堂
翰墨飘香、气氛热烈，县文联
“2023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
万家，新春迎亚运”系列活动热烈
开场，数百位村民热情相伴，书法
家们的挥毫泼墨。春联内容既有
辞旧迎新的美好愿景，也有平安吉
祥、和谐发展的励志赞歌，更有展
现时代旋律的心旌表达，全场洋溢
着喜迎新春的欢乐气氛。

通讯员 唐家凯

胡振声
···

兔年春节马上来临，淳安大

地又有了浓厚的过年味道。有

一副对联：新年年年过过年年年

新；好日日日来来日日日好。新

年“新”在哪？日子“好”在哪？

新在“时尚”，好在“文明”，要让

“文明过年”成为新时尚。

文明过年要体现在节约

上。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传统

美德，在物质相对丰足的时代，

也应该多背诵一下“锄禾日当

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深刻领会这些古

诗的现实意义。春节往来团

聚，不攀比、不铺张，不讲排场，

不摆阔气，聚会和就餐应量入

为出，实惠可口，剩菜

打包。

文明过年要体现

在健康环保上。要倡导健康文明

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文体活动，

不暴饮暴食，不酗酒贪杯，不聚众

赌博。自觉遵守县政府禁止和限

制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不放或

少放烟花爆竹。树立文明祭祀新

风，不焚烧纸钱。尊重环卫工人

劳动成果，爱护环境卫生。

文明过年要体现在出行

上。无论是在路上、车上、船

上，还是在景区、宾馆、餐厅、商

店、广场、住宅，都要从细节做

起，彰显文明素养，让文明之花

一路相随，让文明之风成为一

道靓丽宜人的风景线。

文明过年要体现与人为

善。过年过的就是个亲情温

情，难得有机会放假，不妨好好

利用这段时间，多陪

陪父母，哪怕是聊聊

天、做做饭。多陪陪

子女，哪怕是和他们做做游戏，

这些都是增进家庭情感的难得

时机。党员干部要自觉执行中

央“八项规定”，带头弘扬文明

新风，自觉抵制“奢靡之风”。

党员干部可趁节日休假时间，

多去看望一下困难群众、留守

儿童，送温暖，献爱心，让短暂

的春节过得更有意义。

文明过年要体现平安。每

一个人都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

不乱穿马路，不逆向行驶，不酒

后驾车，不疲劳驾驶，不占应急

车道，不随意停放车辆。要增强

安全防范意识，注意用火用电用

气安全，注意防火防盗。

紫 气 迎 春 早 ，文 明 过 新

年。党员干部要带好头，每个

人都应该从自身做起，用自己

的一言一行擦亮传统佳节文明

底色。

让“文明过年”成为新时尚

记者 方鹤阳 陆吟
实习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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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正当时，岁末暖人心。

日前，天空中还飘着丝丝细雨，

杭黄铁路千岛湖站内却非常温

暖，出站口早早挂起了红灯笼，

文昌镇（高铁新区）联合杭黄铁

路千岛湖站、千岛湖站派出所及

驻站有关单位，组织志愿者开展

“平安春运 温暖回家”暖心活

动，欢迎和欢送来往旅客，营造

祥和、温馨的新春氛围。

“这对联写得真好，新年带

回家贴上，喜庆！”在千岛湖站

候车厅内，身穿红马甲的志愿

者穿梭忙碌着，文昌商会成员

正为旅客现场写春联、送祝

福。领到春联和福字的旅客个

个喜笑颜开。

另一边，志愿者们在提醒大

家安全乘车的同时，正招呼广大

乘客免费领取姜汤和冰糖雪梨

汁：“请各位乘客携带好随身物

品有序候车，注意安全。我们为

大家准备了姜汤和冰糖雪梨汁，

欢迎免费领取……”千岛湖站还

为有需要的乘客准备了口罩及

消毒湿巾，并开展《儿童票新规》

宣传、铁路乘车安全及防诈骗知

识宣传等各类志愿服务，温暖而

有序，乘客们纷纷点赞。

“前几年因为疫情防控，从

保证游客的安全角度考虑，千

岛湖站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核

验跟排查工作。现在疫情防控

进入新阶段，我们立即转换角

色，想在疫情放开后的第一个

春节给大家留下一个安心、舒

心、暖心的印象。”文昌镇（高铁

新区）站前管理办副主任徐娟

梅表示，春运期间，千岛湖站还

会根据实际情况和旅客需求，

陆续提供其他的服务内容，温

暖大家的旅程。

高铁千岛湖站暖意总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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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下姜村，一场声势浩

大的分红大会再次让来自大下姜区

域31个村的代表们喜笑颜开。而在

一众怀揣股权证、手拿大红包的“股

民”中，来自31个村的低收入农户代

表无疑是笑得最甜，也最受大家关注

的分红“新面孔”。

要分红，先入股。这条最基本的

经济规则，既推动了大下姜乡村振兴

联合体的发展壮大，但也为其发展成

果惠及更多群众、助力共同富裕添设

了无形的限制。尤其是对于本身经济

条件欠佳、无力入股的特困户、低保

户、低边户，在以往更是只能在大下姜

分红大会这场“共富盛宴”中干瞪眼。

为了打破这样的局限，让大下姜

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真正实现

“共富路上一个都不能少”，2022年5

月19日，大下姜联合党委、浙江微笑

明天慈善基金会和杭州工商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共同发起成立大下姜共

同富裕基金，以党建联建为统领，启

动实施“乡村振兴联合体+专项基金+

慈善信托+社会企业+影响力投资”的

可持续富民集成创新模式。此次分

红大会上低收入农户们所收到的“分

红”，就是共富基金启动运营后的成

果。据现场介绍，这次“分红”，来自

大下姜区域700余户的低收入农户将

得到总计近40万元资金。对此，大下

姜共同富裕基金相关负责人商建红

说：“共富基金运行未满一年就参与

分红，除了为大家带去实实在在的实

惠外，更多的是希望让更多人看到我

们、了解我们、支持我们，进而共同参

与到共富的事业中来！”

而除了“新面孔”们难掩惊喜外，

本次参与分红的老熟人们也都收获

了出乎意料的丰厚“红包”。据了解，

2022年，大下姜25个行政村实现村集

体经济总收入2470.59万元，经营性

收入1266.82万元，分别增长9.41%和

29.56%，全部提前完成“5030”消薄任

务，其中18个行政村实现“8050”消

薄目标。在这样喜人的增长形势下，

来到现场的下姜“股民”们也是收获

颇丰。村民姜红飞拿着手上厚厚的

分红款开心地说道：“村里的人口股+

老人股+现金股，三股分红我家都拿

到了，都上五位数了呢，这可算是我

们家最稳定、最有收益的一笔投资

啦。”

分 红 有 了 新 面 孔分 红 有 了 新 面 孔
大下姜年度分红大会首次惠及低收入农户大下姜年度分红大会首次惠及低收入农户

县文联
亚运村里
送春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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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县红十字会负责人代表浙江省红十字

会，为淳安县消防救援大队郭学锋颁发浙江省第十

四届“红十字会公益之星”证书以及绶带。

2017年，千岛湖消防救援站指导员李树庆带

领消防员去献血，得知中华骨髓库需要志愿者，当

即就动员全体消防员填写捐赠骨髓志愿书，自己也

带头填写。2021年6月5日初配成功，11月高配成

功，当年12月16日体检合格。2022年1月17日，

淳安县红十字会接到浙江省红十字会正式移植造

血干细胞的通知，郭学锋成功捐献了190毫升造血

干细胞混悬液，成为杭州市第231位、全市消防救

援队伍中首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在淳安工作这10年，郭学锋踏踏实实，立足

本职，爱岗敬业，时刻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放在第一位，先后参与灭火救援战斗800余次，抢

救和疏散被困群众100余人。他还担任了辖区多

所学校、敬老院和企事业单位的义务消防宣传员，

多次组织开展消防宣讲、火场逃生培训、志愿服务

等爱民助民活动，获得浙江省消防救援总队优秀共

青团员、杭州消防救援支队优秀共青团员、“淳安好

人”等多项荣誉，用实际行动展现了新时代“火焰

蓝”的风采。

面对新荣誉，郭学锋深情地说：“淳安是我的第

二故乡，我会不断用实际行动践行习总书记授旗并

致训词精神，发扬新时代红船消防精神，为辖区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百姓安居乐业保驾护航！”

郭学锋荣获
“红会公益之星”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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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淳安县农史陈列

馆开馆，县委副书记许海波、副

县长金晨旦参加开馆仪式。

淳安农耕文化源远流长，而

今的淳安生态优良，农业气候优

势显著,“千岛农品”区域公用品

牌价值不断跃升。为为了传承

淳安“三农”历史，保留淳安“三

农”文化，讲好淳安的“三农”故

事，2022年，县农业农村局着手

启动淳安县农史馆建设布展工

作。该陈列馆，按照淳安农业淳

遂耕本、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

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乡村

振兴新时代、藏品展示、荣誉展

示八大板块进行布展，收集整理

了上千份历史资料，最终好中择

优，选出从清末至今各个年代与

淳安农业发展相关的报刊、史料

和实物，展示了淳安农业昨天所

孕育的灿烂辉煌。

仪式结束后召开“三农”工

作专题研究会，研究县农业农村

局2023年工作思路和县委农村

工作会议方案，深化“大三农”工

作体系思路。

会上，许海波对2022年县

农业农村局的工作给予充分肯

定。他指出，过去一年，我县粮

食安全底线牢筑，农业产业基础

夯实，强村富民工作扎实推进，

美丽乡村更加靓丽，农业双强迈

开步伐，农业执法力度提升，改

革亮点纷呈，工作成效明显。

就下一步工作，许海波要求，在工作理念上，要

想明白“我是谁”“为了谁”，明确部门职责定位，立

足淳安实际，聚焦中心工作，优化方法举措，进一步

加快居民收入增长、改善生活环境、保障民生服务、

维护公平正义、畅通群众诉求通道。在工作举措

上，要突出“抓重点”“重点抓”，围绕产业发展、乡村

振兴、强村富民、夯实基础、强化责任和农业双强等

重点工作，积极谋划部署，完善“事前、事中、事后”

工作机制，形成全流程工作闭环。在工作方法上，

要突出“抓统筹”“统筹抓”，细致梳理省市考核要

求，明确任务目标，创建专项工作清单，用好用足利

好政策，强化部门联动，凝聚发展合力。在工作思

维上，要突出“抓创新”“创新抓”，以组织创新为基

础，强村富民为目标，利益链接机制为突破，理论提

升为闭环，持续提升改革效益。在队伍建设上，要

突出“强素质”“塑形象”，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加强能力提升培训，不断提升专业素养，内强

素质、外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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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公布商标品牌建设

优秀案例名单，“千岛农品”区域公用品牌助力山区县

共富入选全国商标品牌建设综合创新类优秀案例。

近年来，我县积极开展“千岛农品”区域公用品牌

建设，创新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管理，优化品牌运营，

加快千岛湖生态农产品实现优质优价，推动“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高水平转化。在县市场监管局与省

市局积极沟通协调下，2021年11月“千岛农品”集体

商标在第5、29、30、31、32类商品被国家知识产权局

成功注册，成为了杭州地区先行启用发布县级“千岛

农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最早的区县市之一。

为推进淳安农业绿色化、优质化、品牌化发展，

县市场监管局邀请了浙江特检标准院的各类专家，

针对“千岛农品”系列农产品把脉问诊，制定发布

《“千岛农品”区域公用品牌使用管理办法》《淳安县

国家特色农产品生态气候适宜地标志使用管理办

法》、“千岛农品山核桃”省级团体标准，以及“千岛

农品千岛湖茶”“千岛农品淳安酱”等7项14个品类

的农产品团体标准，“千岛农品”标准体系进一步健

全。目前“千岛农品”区域公用品牌涵盖农鲜品、农

品制和农创品三种类型，远销新疆、内蒙古以及台

湾、香港和澳门地区，品牌质量和品质服务均获得

了良好口碑和广泛赞誉。

未来，“千岛农品”发展之路将继续坚持政府引

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和品质至上的总体要求，从

强化品牌管理、优化资金使用、细化品牌宣传、深化

品牌销售等方面，推进“千岛农品”区域公用品牌建

设，努力将“千岛农品”区域公用品牌打造成为浙江

生态农业的一张“金名片”，成为全省领先、全国知

名的区域公用品牌。

姓名
姜仙姣
徐东燕
邵磊

徐东燕
徐仁斌
陈旭萍
姚红斌

注：带“*"号者为省人民医院派驻专家。1.35岁以上首诊病人挂号后先测血压再候
诊。2.为了缩短您的就诊时间，请预约挂号、分时段就诊(预约方式有：电话114、
12580、65025822、64824916；支付宝-“全部”-“浙江预约挂号平台”；微信公众号

“健康千岛湖”；医师诊间或基层卫生站)、医院自助机预约，并提倡开通“医保电子凭
证”挂号、就诊、结算。3.如有疑问，请咨询导医和志愿者,祝您就诊愉快。

专业
妇科、产科

矮小症性早熟门诊
儿科

矮小症性早熟门诊
儿科

妇科、产科
耳鼻喉科

职称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坐诊时间
1月28日周六上午
1月28日周六上午
1月28日周六上午
1月29日周日上午
1月29日周日上午
1月29日周日上午
1月29日周日上午

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省人民医院淳安分院）

“千岛农品助共富”
入选国优案例

专家门诊时间一览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