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06 春江两岸 ■版面统筹/寿旭光 ■版面设计/施锡梅
■电话/63363100 电邮/shouxuguang@163.com2016年6月3日

乡镇（街道）：一刻不放松做好防汛工作

渌渚镇将“孝”“善”内容贯穿到德育教育
教学活动中，从娃娃起抓好孝善教育

打造孝善文化特色德育品牌

!新登镇

本报讯（通讯员 江栗峰）! 月 "# 日，新登镇组织
该镇人大主席团全体成员，镇辖区内全体区人大代
表，部分镇人大代表及相关部门、村（社）负责人开展
畜禽养殖场污染治理视察督查活动，进一步促进新登
畜禽养殖业的健康、生态和可持续发展。

当天，人大代表们先后实地视察了富阳区新旺养
殖场、杭州大宇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塔山村和南
津村养殖场，听取了镇、村及养殖场主的相关介绍。在
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新登镇相关负责人作了畜禽养
殖污染治理情况汇报。人大代表们围绕畜禽养殖、污
染治理纷纷建言献策，进行客观理性的分析，提出了
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下一步，新登镇将对 $ 家违法用地、无消纳设备、
乱搭乱建、污水偷排漏排的养猪场建议环保立案，并
在 $月底 %月初完成关停或拆除。

人大代表督查畜禽养殖场污染治理

本报讯（通讯员 林波 厉巧君）$ 月 # 日上午，渌
渚镇主要领导到辖区内 " 所学校进行走访慰问，为
广大少年儿童送上了节日的祝福。镇党委书记洪金
元、人大主席丁大勇亲切慰问了在校师生，认真听取
了校领导提出的有关学校建设、师资力量等方面存
在的困难，也表示将积极帮助学校解决有关问题。同
时，渌渚镇计生协会、镇妇联、关工委、团委在“六一”
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根据各村、学校等实际情况，
对辖区范围内 "& 名留守儿童进行了走访和慰问，为

“小候鸟”们带来一个快乐的节日氛围。镇党委书记
洪金元要求各个学校在抓好教育的同时，需要高度
重视安全工作；同时还需要充分整合现有资源，开
展系列“孝”主题活动，打响德育教育品牌。

!渌渚镇

“六一”儿童节慰问活动

早在 '(() 年，渌渚镇便提出建设孝子
湾文化公园，打造孝文化教育基地。孝子湾文
化公园按照“孝道情、山水韵”的理念设计，包
括周雄纪念馆、亲子教育馆、孝风广场、“孝”
道等，全面展示渌渚孝文化的深刻内涵、悠久
的传统历史和浓郁的地方特色。周雄纪念馆
计划于今年 )月份正式开馆迎客。

渌渚镇将逐步充实丰富文化公园的文
物展品、书籍、雕塑、字画等内容，将公园建

设成为展示周雄事迹、形象的全省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孝道文化教育基地以及全区的中
小学德育教育基地。同时，也将成立孝子湾
孝文化教育与培训中心，培养师资力量或专
业人员，为公园对外开放打下基础。

渌渚镇人大主席丁大勇说，区委办、区
府办下发的《关于全面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
的实施意见》中指出，要充分挖掘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价值，着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
在杭州，有美丽的太子湾公园；在孝子

周雄故里———渌渚，也要建一个有文化、有
思想的孝子湾公园，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孝
文化教育基地。以孝善文化为载体的德育工
作，不仅要在渌渚镇做出文化影响力，更要
在全区范围内形成渌渚独特的品牌，为推动
全区中小学德育工作更上一个台阶而作出
应有的贡献。

记者 王杰 通讯员 何玲秀

$ 月 * 日，渌渚镇小表彰了优秀辅导员、第十届校园小孝星等。该学校于每年的 ! 月开展
校园小孝星评选活动，至今已组织了 *+ 届。评选结果结合“六一表彰会”进行表彰奖励。

渌渚镇是南宋大孝子周雄的故里，“孝子祭”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该镇
通过挖掘、传承和弘扬以周雄为代表的孝文化，引导学校将德育与本地特色资源相结合，以“孝
善”文化作为学校德育工作和校园文化建设的着力点和突破口，以孝文化为抓手，拓展德育新
模式，将“孝”“善”内容贯穿到德育教育教学活动中，从娃娃起抓好孝善教育，推动孝善文化从
盆景到风景、从风景到风尚，在渌渚发展新常态中奏响向孝向善的主旋律。

充分挖掘引导，在全社会营造孝善之风
渌渚镇是南宋大孝子周雄的故里。,((

多年前，周雄在 -& 年的短暂一生中，以“孝”
博得历代百姓的尊崇，受到历史上宋、元、
明、清四个朝代六位皇帝的十一次册封。周
雄孝道故事在民间相传不衰，其精神影响着
一代又一代人。

多年来，渌渚镇为有效挖掘周雄事迹，
研究周雄文化意义，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
的工作。通过对周雄事迹的整理、传播，改变
了民间只知“太太菩萨”的模糊概念，周雄形

象渐趋丰满，还原了其历史上的本来面貌。
成立周雄研究分会，正统研究孝子周

雄；编辑出版《周雄传奇》，周雄事迹广为流
传；建立周雄纪念馆，扩大孝文化影响力；兴
建孝子湾文化公园；开展“孝善每一天”活
动，评选“周雄孝心奖”……近年来，渌渚镇
深入挖掘周雄“孝文化”元素，开展一系列传
承“孝”基因的礼仪活动、弘扬“孝”能量的评
比活动、传递“孝”力量的讲堂活动等，激活

“孝文化”地方人文精神的这一独特代码，在

全镇营造起浓厚的孝善文化宣传。
“孝善文化”不仅是宣传教育，更是一种

思想引领。从 -(#" 年起，渌渚在全镇范围内
开展“孝善行动”志愿服务活动，并从制度、
平台、激励三方面不断推进志愿服务活动常
态化，做到全年有活动、季季有主题、月月有
中心，构筑渌渚人身边的道德“灯塔”，将渌
渚镇打造成国家级德育教育基地、省级乃至
国家级孝文化名镇。

结合孝善文化，培育学校德育特色品牌
孝为“百德之首，百善之先”。渌渚镇中心

小学自从被区教育局命名为首批德育特色学
校以来，始终坚持以孝道教育为抓手，不断挖
掘地方孝道文化资源，修改德育校本教材，拓
展德育教育新途径，将“孝道”、“孝德”等内容
贯穿到日常的课堂教学和活动中，努力实现
以弘扬孝道文化来达到学校德育的目的。

与此同时，该校按照“感知———体
验———践行”规律进行“孝善”教育实践。

按学龄段不同需求编写了两套德育校
本教材，以周雄孝善故事、老一辈革命家的
孝善故事、“周雄孝心奖”获得者优秀事迹、
校园“孝星”事迹等为题材，重点突出“孝心、
爱心、诚心”。每个班级每周安排一节孝善
课，课后学生认真撰写孝善日记。结合节庆
日，将“孝”元素融入班队活动。

开展“校园孝星”评选月，候选人事迹制
成图板公示，师生投票评出校园孝星；开展

“孝善故事月”活动，学生多渠道收集孝善故
事，在班级中开展诵读、演讲，然后择优参加
学校演讲，评选“故事大王”；定期举行以“孝
善”为主题的手抄报、书画比赛；设立“敬老
日”，对不同年级学生布置相应的孝道家庭
作业，如给父母泡一杯茶等。

通过弘扬孝道文化拓展德育教育，渌渚
镇小被命名为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孝道文化”传承教学基地。

将孝子湾打造成全区中小学德育教育基地

本报综合报道 随着主汛期的到来，各乡
镇（街道）抓紧部署，切实抓好地质灾害、山体
滑坡、山塘水库的隐患排查和避险工作，确保
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安全。

富春街道：对全街道进行了拉网式排查，
对 ,个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了现场查看和评
估，加强了重点防范。街道农办对所有水库及
山塘进行实地踏勘并采取相应措施。组织村、
社干部开展危旧房、地质灾害点巡查，及时劝
导群众搬离隐患住处，对于出现险情及时采
取措施并上报街道。街道还组建防汛抢险队
伍，及时备齐雨衣、雨靴、编织袋、麻袋等抢险
战略物资。

春江街道：$ 月 # 日，街道根据区防汛指
挥部的意见迅速启动防汛应急措施。要求各
村由村主要干部带队对全村的危房及工棚进
行一次地毯式检查，并做好危房人员的转移
工作，落实由村主要干部带队的防汛值班；对
村地质灾害点及主要防洪堤及排涝设施落实
人员进行巡查，还组织护村队及部分党员成
立应急分队随时“应战”。

东洲街道：东洲街道成立了防汛指挥部，
各村落实责任到人，村干部带队分组入户排
查安全隐患。街道实行 -&小时值班制度，各
村安排专人值班、巡逻，随时掌握受灾情况。
街道还组织人员对山塘水库、排涝站、防洪堤
进行巡查，确保安全度汛。

新登镇：该镇要求镇村党员干部坚守抗
洪一线，班子人员和农村工作指导员到联系
村、社区、企业参加防汛抗洪。全镇进入了实
战状态，切实做好巡、防、抢、撤等工作，坚持
-& 小时值班制，对全镇危旧房、山塘水库塘
坝、地质灾害点密切关注，按照杭州市四级响
应预案机制的要求，加强预警，加强值班、加
强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安全。

渌渚镇：$ 月 # 日，该镇召开防汛工作紧
急会议。会后，各联村领导、驻村指导员立即

下村进行工作部署，实地查看各村重点防汛
部位，检查指导各村防汛预案及相关物资准
备情况。经过摸底排查，目前全镇共有 %% 处
危旧房，各村根据房屋实际情况第一时间采
取应急措施，及时撤离相关人员并进行妥善
安置。

常安镇：$ 月 # 日，该镇接气象台暴雨预
警通知，镇村干部加强巡逻值班，并即刻下村
做好危旧房群众转移，各村联村领导、专职驻
村指导员、组团联村成员迅速出动，与各村干
部、巡防队员分片开展巡逻，对全镇内的危旧
房、地质灾害点、山塘水库等以及山体滑坡等
进行巡查，查找安全隐患。镇农办、城建办等
对永安山路口等道路两旁可能引发安全隐患
的广告牌进行拆除。同时，充分发挥应急联动
平台作用，将群众反映险情及时通报给各组
团联村进行现场处理。

永昌镇：针对强降雨天气，永昌镇迅速指
导镇村两级干部展开行动，到岗到位，全力做
好应对工作。同时，根据镇党委政府的统一安
排部署，各组团联村干部、村班子成员对辖区
的山塘水库、地质灾害点、危旧房等进行了认
真、细致地摸排、巡查，尤其是重点关注好困
难群众的生活状况，发现情况，及时做好转移
安置。

胥口镇：根据该镇党委政府的统一部署，
各组团联村镇干部会同村干部及平安巡防队
员，对全镇内的危旧房、地质灾害点、宗教场
所、在建工地、山塘水库及主要排水河道溪坑
等进行巡查，查找安全隐患。对出现的险情，
要求镇村干部第一时间到点到位，第一时间
应对处置。同时，镇、村两级成立应急小分队，
并配备充足的物资，做好调配准备。并落实
-& 小时值班制度，密切关注雨情、灾情及天
气形势，一旦发生灾情，及时上报，并第一时
间赶赴现场。

春建乡：该乡大唐村通过组织安排专人

走村入户，全面排查危房户的数量及家庭情
况，对于排查出的危房户，村支两委干部进行
汛期转移安置包干。同时，启动大唐村地质灾
害预防方案。该村还成立了以村党总支书记
为组长，其他两委干部和乡组团联村干部为
成员的地质灾害预防领导小组，明确任务到
人，责任到人，并实行责任追究制。

万市镇：$ 月 # 日上午，该镇主要领导带
队，组成工作组，下村巡查山塘水库水位情况
及塘坝除险加固工程、山体滑坡险情及在建
工程应急措施落实情况。与此同时，该镇通过
会议传达、短信发布等手段，再次明确了镇村
两级干部和相关部门的责任，明确要求各责
任主体要按职责重点加强对危旧房、地质灾
害点、在建工程、山塘水库及主要排水河道沟
渠的巡查。要明确分工，责任到人，对隐患进
行全天候监测，随时报告隐患情况，做到报警
及时、撤离有序、疏散迅速。

里山镇：$ 月 # 日上午，里山镇各组团联
村团长带领组团成员深入各村排查易发生泥
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点及危旧房隐患
点，要求村干部要加强巡回检查，落实专人负
责，随时察看灾害点的地质变化情况，严格实
行 -&小时值班制度，确保各村避灾安置点救
灾物质完备。同时，进村入户做好汛期安全防
范宣传工作，并通过短信平台，及时发布气象
信息情况。

常绿镇：$ 月 # 日凌晨连续的强降雨，导
致常绿镇溪流水位猛涨，山体饱和，极易引发
地质灾害。常绿镇及时启动应急预案，要求各
村进行巡查，重点做好山塘、地质灾害隐患
点、危旧房屋的隐患排查工作，并将巡查情况
及时上报；落实应急防汛物资准备，同时要求
-( 余基干民兵组成的应急抢险分队 -& 小时
待命。该镇还对各村的防汛工作进行督查指
导，尤其对各村防汛巡查记录和巡查走访工
作情况进行重点督查。

本报讯（通讯员 邱栋）$ 月 # 日上午，胥口镇党
委书记唐瑞华、镇党委委员赵敏燕一行冒着大雨来
到镇中心小学和镇中心幼儿园，看望慰问了学校里
的孩子们，并向全镇儿童送上节日的问候和祝福。

慰问组一行为每一位孩子送上了节日的礼物。
镇领导还与学生们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学习、
生活情况，勉励他们要努力学习，回报社会，并亲手
将自己认领的微心愿礼物送到了孩子们的手上。据
悉，接下来，该镇镇村党员干部将陆续把个人认领的
微心愿礼物送给所有的孩子们。

!胥口镇

本报讯（通讯员 李少华）! 月 "# 日，在“六一”儿
童节来临之际，里山镇党委书记何君明、镇长徐叶和
副镇长赵群初等一行，到里山中心小学，听取学校领
导汇报了学校今年的工作情况，并对全镇的教育工作
提出了希望和要求。镇领导走进学生教室，送上了文
具，并鼓励他们要好好学习，将来争做有为之人。随
后，镇领导到幼儿园，为孩子们送上了“六一”节礼物，
向孩子们表达了节日的问候与祝福。

!里山镇

本报讯（通讯员 方淼）$ 月 # 日，万市镇党委委
员陈灵飞与镇妇联 、团委主要负责人等一行人冒着
大雨，先后到南新小学、南安小学和镇中心幼儿园、
镇中心小学，看望慰问了孩子们，并向全镇儿童送上
节日的问候和祝福。

!万市镇

!龙门镇

!新桐乡

本报讯（通讯员 俞程飞）日前，区教育局、公安局
联合新桐乡综治办，对辖区内的中心小学和幼儿园进
行安全检查。

检查组工作人员先后查看了学校安保室、食堂、
教学场所及学生公共活动场所，并详细询问关键节
点、高峰时段及紧急情况下采取的各种应急措施，深
入了解学校的治安状况。

检查组要求学校相关负责人始终把安全工作放
在第一位，严格按照校园安全保卫工作要求和相关制
度进行落实，时刻紧绷安全之弦，时刻做到常抓不懈、
警钟长鸣，确保将校园安全保卫工作落到实处。

校园安全大检查

本报讯（通讯员 盛喜娥 蒋劲超）近日，龙门镇
在古镇牌楼广场前开展了“服务 .'+，携手共进，与
爱同行”公益助残活动，为残障青少年送上了祝福和
关爱。

此次活动由龙门镇残联、镇团委主办，镇计生协
会、镇中心小学、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镇知联分会
及杭州富阳佳俊纸制品厂等共同参与。活动现场，

“古镇帮帮团”志愿者和残障青少年进行结对帮扶，
区计生协会和爱心企业，还向残障家庭送上了保险
和生活用品。启动仪式结束后，志愿者们分头前往残
障家庭，开展走访慰问和送温暖活动。

公益助残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