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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山
“云雾茶镇”
茶文化节特别报道

富阳安顶云雾茶文化节明日开启
杭州茶文化博览会闭幕式也在安顶山举行
记者 王小奇 通讯员 易育林 董颖
这个周日，5 月 21 日，二十四节气中的
“小满”，夏季第二个节气，天气渐热，温度升
高，里山镇安顶山上的茶农，早已忙过最忙
碌的采茶炒茶时间，有的已完成茶树修剪，
为来年准备。近段时间，每逢周末或节假
日，趁着好天气，登安顶古道，品安顶云雾
茶，尝高山农家菜的人很多，汽车都要停在
半山腰。
明天，里山又要迎来大日子，一年一度
的安顶云雾茶文化节即将拉开大幕。
为何这次茶文化节开得比往年迟？因
为今年杭州茶文化博览会，把闭幕式定在安
顶山。
据了解，2017 杭州茶文化博览会以“东
方文化、茶礼天下”为主题，3 月 31 日开幕。
讲好“杭州茶故事”，传播茶文化、打造茶经
济、做好茶旅游，分成主体项目、茶文化、区

县（市）、茶旅游体验等四大版块 26 个项目，
安顶云雾茶文化节是最后一个项目。
安顶云雾茶又称“岩顶茗毫”，素以汤
浓、味醇、色翠扬名。安顶山属仙霞岭余脉，
北邻富春江，平均海拔 650 米，主峰高 790 多
米。常年云雾缭绕、雨量充沛；山上土壤湿
润疏松、土层肥沃。独特的气候土壤条件，
孕育了高品质茶叶。安顶云雾茶叶片阔厚
秀长，且有白毛，每片叶子明显比其他茶叶
叶片多两条叶脉，叶脉隆起，采摘时间相对
较迟。
随着每年茶文化节的举办，安顶云雾茶
的名气越来越大，种植面积逐年增加。谷雨
前后，安顶云雾茶刚采摘那段时间，每斤价
格能达到 800 元—1000 元。
安顶云雾茶既是历史名茶，又是富阳茶
叶的重要载体，挖掘安顶云雾茶的历史和文
化，以“山、水、茶”为主要休闲元素，集文化、
旅游、运动、休闲为一体的产业旅游观光休

闲产业正在不断推进，随着时间的推移，将
不断彰显富阳茶的品质和文化特色的魅力。
5 月 20 日上午 9 时 30 分，安顶云雾茶文
化节将在安顶山观景台举行，演出分成四个
部分，包括杭州茶博会闭幕仪式、
“ 走进里
山”、
“ 美在茶乡”、
“ 里山飞翔”，杭州电视台
西湖明珠频道《开心茶馆》栏目组的王牌主
持人周志华、徐筱安、周莹现场主持。节目
主要由浙江省杂技曲艺总团、杭州黄龙越剧
院等选送，像《说唱里山》、古装小品《朱元璋
与安顶云雾茶的故事》、杂技《茶韵》、小品
《美在茶乡》、创意舞+越剧《十八相送》等，还
有里山镇本地乡土特色节目，像舞蹈《采茶
舞》、
《里山欢迎您》，诗朗诵《安顶问茶》等。
里山镇在此提醒游客，因安顶山顶空地
面积不大，参加活动的人员较多，请尽量拼
车前往，上山车辆一定要服从指挥调度，有
序停放。
周莹在安顶山

【相关新闻】

加强城乡联动，组建团队

里山镇合力扮靓庭院
如何让柴堆更整洁?如何让
废物再利用？如何让朽木变盆
景？如何让藤蔓爬上墙？如何让
窗台更养眼？如何美化弄堂口？
如何让小院有特色？如何让茶乡
的庭院更美丽……
“广发动、齐整治；勤入户、多
指导；半月曝、来销号；每月评、争
先进……”为同步推进各村扩面
整治和点上提升，里山镇妇联除
了念好庭院创建“三字经”外，还
积极联动区交通运输局、区经济
开发区、区委老干部局、区文广新
局、区住建局等部门妇委会，结对
里山镇五个村，有针对性地出点
子、送资源、美庭院，助力打造美
丽庭院示范片区。

城乡联动，打造示范片区
从启动到现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她们
见 缝 插 针 地 往 山 村 跑 ，现 场 指 导 庭 院 创
建；充分利用本部门人才，集思广益出点
子；还想方设法送资源……
区交通运输局妇委会主任俞颖组建起
一支“里山环境整治巾帼志愿队”，并参与
结队村的整治活动。
在灵峰村创建区块的一角，有一块四
五十平方米的闲置土地，原先是杂草满园，
偶有农户将柴火堆放其间。老干部局副局

长周海云看到后突发奇想：何不将此打造
为“百草园”？此“草”非彼“草”，选种一些
草药、药材，
不仅绿化美观，
更有药用价值。
说干就干！一周时间，灵峰村妇代会
配合做好土地整理，老干部局进行药材选
购，请专人现场指导，村民认真种植。一个
种有大叶女贞、海桐树、芍药、薄荷、麦冬、
金银花、月季、红豆杉等组成的“百草园”就
此诞生。
这里将来还会成为里山青少年的科普

一个好汉三个帮，团队很重要。安顶
村有个“铿锵三人行”，在安顶村庭院创建
路上各司其职，
效果明显。
安顶村妇女主任夏冬云，是个不折不
扣的大忙人，家有茶山、西瓜地，村里兼任
卫生、计生等工作，常年不知疲倦地劳作，
练就了一个挺括结实的身板，黝黑的脸庞
洋溢着爽直的微笑。
近年来，安顶村马不停蹄地创建美丽
乡村精品村、特色村，环境整治、卫生保洁
和庭院美化等工作，自然比别的村更为繁

重。
吃苦耐劳、扎实肯干的夏冬云说：
“我
文化不高，扎实去做总是对的，不管是村里
的，
还是家里的。
”
去年 G20 杭州峰会期间，她为了接送
山上保洁员去参加镇卫生保洁工作会议，
不小心被车子碾倒在地，胸口肋骨断了三
根。在她养伤期间，安顶村干部徐飞挺身
而出，
承担起很多庭院美化的任务。
这个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本身也喜
爱 花 草 ，怎 么 砌 花 坛 、做 竹 篱 笆 、割 酒 坛

场口镇推进出租房大排查大整治
5 月 3 日，
“走进场口”公众平台发
布场口派出所出租房排查整治动
态。5 月 1 日，场口派出所辖区出租房
房东楼某、叶某，因对公安机关提出
的消防整改要求置之不理，未在规定
时间内进行整改，违反法律规定，被
依法行政拘留。5 月 2 日，辖区出租房
房东张某、徐某，因同样原因被依法
行政拘留。
出租房子，未按要求进行消防整
改，也要被拘留，有这么严重吗？他
们为什么会被拘留？
4 月 13 日，场口派出所民警到乌
畴溪新村进行出租房消防检查，该村
楼某的出租房是一间木结构的二层
楼老房子，存在消防安全隐患，民警
要求楼某按要求整改。4 月 22 日，民
警再次上门检查，房东仍未按要求完
成整改。之后，民警多次上门催促，
到 5 月 1 日民警再次上门检查时，房
东仍置之不理，民警这才按照有关规
定拘留了楼某。其他三个房东的情
况也类似。
场口派出所民警陆锦锋说，这都
是因为房东对出租房消防安全工作

园”
，
用汉仪篆书繁体刻之。
此外，
马鞍山村在住建局妇委会和里山
镇妇联的指导下，就地取材，组织村民将长
在山上石缝间一种叫
“络石”
的藤本植物，
移
植到该区块的石墙缝里，
让它四季常青。
这段时间，经济开发区妇委会主任金
姝明，为安顶村农户送去木盒子，引导村民
种葱种菜；文广新局妇委会主任陈慧则教
民强村村民如何在转角处因地制宜做小品
点缀……

……他讲起来头头是道。
就拿大田档的柴火堆来说，堆整齐了，
可覆盖物凌乱不堪，怎么办？用瓦片盖固
然好，但农户取用不方便；用茅草盖，原生
态，但不耐风吹雨淋。最后，在镇妇联的指
导下，徐飞捣鼓着用砂皮瓦和木条板进行
制作，小成本好效果，为柴火盖上了妥妥的
“屋顶”
。
22 岁的何晓康，外表书卷气，初中时学
过一段时间素描，在家自主创业，开始在石
头上作画、在鸡蛋壳上作画，现在他用画笔

一点一处扮靓着美丽乡村，已成为里山镇
庭院创建的“生力军”
。
因此，墙面上有了茶文化气息，窨井盖
上多了“脚底生花”，转角处插上创意的翅
膀……
夏冬云承担卫生保洁，徐飞侧重基础
美化，何晓康则做好后续的艺术提升。铿
锵三人行，他们自然而然成为安顶村庭院
创建的一个好团队。

铿锵三人行，创建好帮手

因多次未按要求整改消防
四个房东被依法行政拘留

通讯员 朱一新 李敏杰 记者 王小奇

基地。
在马鞍山村，住建局妇委会主任蒋静
波多次来到黄梅坞区块，想着如何创出一
个特色区块。
这个村的黄梅坞溪上游，有一处山泉，
山泉旁的石头上，雕刻着一匹马和“马鞍山
泉”
四个字，
刻于丁亥年。这泓山泉甘冽，
常
年不会干涸，
用来泡安顶云雾茶，
更是上乘。
马，因此成为创意点。石墙石头上画
上形态各异、隐隐约约的马匹，取名“百马

不重视导致的。
4 月 11 日，西湖区三墩镇华联村
43 号发生火灾，造成 3 人死亡；4 月 22
日，萧山区闻堰街道山河村孙家里 22
号发生火灾，造成 5 人死亡。一个月
内，杭州市连续发生两起火灾事故，
教训深刻。
场口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出租
房消防安全工作，结合该镇实际情
况，多次部署，加强力量排查各类安
全隐患。
5 月 5 日下午，在前期动员会及各
分管领导工作会议的基础上，场口镇
再次召开出租房大排查大整治工作
推进会。
会上，场口镇党委委员何鑫中传
达相关上级文件精神，并从组织领
导、方法步骤、排查内容、排查要求四
个方面入手，解读《场口镇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推进出租房大排查大整
治的通知》。富阳消防大队、场口派
出所相关负责人先后讲解了出租房
屋的消防标准和注意事项，以及《杭
州市居住房屋出租安全管理若干规
定》等相关法规，要求在明确房东的
主体责任同时，落实出租房的出租条
件，确保出租房的安全。

场口镇党委副书记章忠法强调，
消防安全工作涉及千家万户，关乎群
众切身利益，各村、各部门要切实统
一思想、提高认识，把握重点、严抓落
实，确保责任到位，将工作抓深、抓
细、抓实。
镇党委政府按照实际情况，已制
定出租房大排查大整治分片包干责
任表，成立了 4 个以各分管领导为负
责人的专项工作排查小组。在整个
排查工作中，除了要做好各行政村出
租房、学校、寺庙、祠堂、宗教仪式等
场所的消防安全排查，还将重点做好
场口工业园区企业及园区外中小企
业出租房消防安全排查工作。
各排查小组已经按照“谁排查谁
负责、谁签字谁负责”的要求开始行
动，上门落实排查工作。目前，第一
轮全面排查工作已基本结束。各排
查小组在填写好记录表的同时，与排
查对象签订责任状，并及时完成建档
归档工作。
接下来，各组将坚持开展贯穿全
年的常态化排查工作，每周对责任区
域内 1/4 以上的出租房进行排查，
每月
对排查责任区域“滚动”排查一遍，及
时发现火灾隐患，
并督促落实整改。

新闻集束
“河小二”剿劣在行动
■春江街道
本报讯 （通讯员 何芳芳）近日，春江街
道团工委、
区环保局团委联合江南爱心公益、
惠民志愿服务队，
组织各行政村、
企事业单位
青年代表 20 余人，共同开展“红五月·春江
‘河小二’
剿劣在行动”
暨春江街道
“五·四”
青
年节活动。
当天的“河小二”突击队成立仪式，介绍
了团区委《
“河小二”助力剿灭劣Ⅴ类水集中

行动》文件，并宣读《春江街道开展共青团系
统“河小二”助力剿灭劣Ⅴ类水集中行动“河
小二”
共建联盟和
“一断一策”
方案》。春江街
道党工委副书记杨兰英向区环保局团委、春
江街道团工委代表授“河小二”突击队旗帜，
并向与会青年代表提出要求。会后，与会人
员前往红渠巡河，并在江滨南大道西延伸段
开展清洁河岸行动。

■场口镇
本报讯 （通讯员 羊雯）日前，场口镇联
群村富春江场口段沿岸，一支身穿红马甲的
“河小二”
队伍，
沿河
“找茬”
，
协助
“河长”
治水
护水。这些来自场口镇机关的青年志愿者在
镇团委的组织下，
通过实地巡河的方式，
让更
多净水信念驻扎在村民心中。

自今年团省委部署开展“河小二”助力
剿灭劣Ⅴ类水集中行动以来，场口镇团委就
把
“河小二”
工作纳入重要工作日程，
在各村、
机关事业单位全面发动青年志愿者、青年企
业家、
少先队员等加入
“河小二”
队伍。

■常绿镇
本报讯 （通讯员 夏震燕）5 月 17 日，常
绿镇团委开展“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五水共
治”
巡河护水活动。
常绿镇长佳村黄岭溪道和长佳坞小溪
均属于小微水体，
当天的巡河护水活动，
主要
巡查这两条溪。活动现场，
大家手持铁钳、
垃

圾袋，有序分工，对溪道沿岸进行大清扫，塑
料袋、
饮料瓶等垃圾被一一清理。接下来，
常
绿镇“河小二”们将每月开展活动，发动广大
常绿青年志愿者参与到剿灭劣Ⅴ类水的行动
中，
当好治水护水小帮手，
携手共建水清河美
的常绿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