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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杰通讯员 宗晓青

3月27日，洞桥镇联合团市委举办“乡村振
兴与洞桥民宿发展”论坛，浙江工业大学之江旅
游学院院长梁雪松、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教授任
鸣围绕特色民宿，为洞桥的民宿产业发展支
招。青联委员、青企协会员、农青协会员与民宿
创业青年代表就“乡村振兴”战略大背景下洞桥
民宿如何发展进行交流与探讨。

作为全国文明镇、国家生态乡镇和国家卫
生镇，洞桥镇一直致力于美丽乡村建设，不断探
索美丽乡村与美丽经济联动发展的路径。

近年来，镇党委政府围绕“诗意山乡、花开
洞桥”发展主题，在生态环境保护、美丽乡村建
设、美丽经济发展等方面想办法、谋出路、下功
夫，逐渐形成了“乡土气息、田园风光”的独特韵
味。该镇紧紧围绕建设“三美”新农村要求，以

“拆违建、清溪流，扫干净、堆整齐，种满园、点漂
亮，增收入、人和谐”为标准，全面提升软、硬环
境，以全域景区化为标准，打造“乡村振兴”样板
镇。

同时，通过举办山乡节等节庆活动，不断唤
醒洞桥乡村的“青山绿水、田园野趣”，努力将美
丽资源转化为美丽经济。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
优势加之后天不懈努力，洞桥先后引进了杭州
（国际）青少年洞桥营地、江南艺居特色小镇、上
湾乡村文创聚落等几个大项目。特别是由杭州
青少年活动中心投资建设的洞桥营地，不仅极

大地提高了洞桥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也通过“营
地+”的大平台，带动了村集体增收，带动了农民
致富。尤其是洞桥的民宿经济，凭借特有的生
态环境、浓厚的乡村文化氛围实现破题起步，

“云台石寨”“文村人家”“和懿庄园”等一批村民
自营民宿应运而生。

洞桥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楼树良说，通过
举办“乡村振兴与洞桥民宿发展”论坛等活

动，希望让现有的各类资源能够更好地被开
发、被利用，盘活村集体闲置资产，带领农户
一起找到美丽产业发展的光明之路，真正实
现“土地有人耕种、房子有人居住、产业有人兴
旺、‘三园’有人美丽、文化有人传承、和谐有人
构建”的工作目标，将乡村振兴的成果惠及千
家万户。

潭三线湘溪段路基改建工程开工

■新登镇

本报讯（通讯员 江栗峰）3月28日，新登镇在湘
溪村举行县道潭三线湘溪段路基改建工程开工仪
式。

潭三线起点位于新登镇潭山头，终点位于洞桥
镇三溪口，路线全长25.293公里，四级公路，路基宽
6.5米，路面为沥青砼路面。随着新登镇经济的迅
猛发展，交通量增长，原有道路通行能力和行车舒
适度已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本次改建起、终点均
位于湘溪村，改建段长度2.525公里。该项公路的
建设，对于解决“三农”问题、优化交通网络、改善投
资环境、加快小康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推进精品村、精品线路建设

■灵桥镇

本报讯（通讯员 马丽）精品村、精品线路建设
是灵桥镇今年的一项重点工作，日前，灵桥镇召开
精品村、精品线路建设工作推进会议，要求各村务
必在3月底前做好拆整改工作，扫除问题点位，确
保精品线路项目成功立项。

会上，各农村工作指导员分别汇报了所在村的
工作开展情况及工作部署安排，反映和交流了拆违
困难、部分村干部存在畏难情绪等问题。镇长李迪
华在会上提出“七个一”工作要求：建好一个群、开
好一次会、挂好一张作战图、列好一张计划表、定好
一套工作制度、建好一个样本、落实一周一汇报，确
保精品线路建设有序推进。

送戏下乡 情暖乡村

■新桐乡

本报讯（通讯员 俞程飞）日前，由杭州市总工
会主办的“建功新时代·领航新征程”2018百场文
艺送基层文化下乡活动，在新桐乡新中村文化广场
举行。

这几天，新中村的村民们可饱眼福了，该村为
庆祝文化礼堂落成，邀请杭越三团为村民连演了三
天三夜的大戏。演出刚结束，杭州市总工会又为村
民送来现代感实足的文化下乡活动，小品、相声、杂
技等，给大家带来无限的欢乐。

部署森林防火、防汛工作

■永昌镇

本报讯（通讯员 陈雨苹）近日，永昌镇召开专
题会议，部署防汛和清明期间森林防火工作。

会议回顾总结2017年的防汛抗旱工作，分析
了2018年防汛形势，并对下阶段防汛抗旱工作进
行动员部署。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刘联华在会上要
求，全镇上下要落实24小时值班巡查制，值班人员
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对灾害性天气预
警预报工作。同时，要做好防汛物资清查准备工
作，开展防汛应急演练活动。会议还部署了清明期
间森林防火工作，要求预防措施落实到位、值守人
员到岗到位、鸣锣巡查督查人员到岗到位。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常安镇

本报讯（通讯员 何颖群）日前，常安镇举行“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主题教育系列活动。

作为系列活动的开篇，常安镇邀请南京诚明
书院院长徐洪磊等，为常安镇中层以上干部、各行
政村书记、主任上课。近年来，常安镇不断探索

“党建+家文化”模式，围绕“正党风、树家风、促民
风”核心理念，将党性培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通过“文化培育”为纽带，根植到党员群众心中，形
成打造“古朴常驻·乐业安居”田园山水小镇的精
神动力。

以全域景区化为标准，举办“乡村振兴与民宿发展”论坛支招美丽产业

洞桥全力打造“乡村振兴”样板镇

记者 倪华华通讯员 夏恋恋

3月31日，“乡村振兴·梨花周”暨富春山居
“乡村百花大会”常安分会场启动仪式在吉庆农
庄举行。农庄内梨花绽放，学童朗诵古诗，画家
立树下作画……美景如斯，引得各方宾客纷纷
前去赏常安美景、听常安故事、品常安美食。

本次活动以“梨”“犁”“礼”为主题，以“花+
画”的形式、以“文化+文明+文创”的理念，通过
整合结对高校、捆绑单位等各方资源，展现梨花
之美，传承农耕文化，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探索
美丽经济，实现促民增收，助推乡村振兴。

以花为媒，整合各方资源
吉庆农庄拥有蜜梨、枇杷、鲜桃为主的果园

250余亩，其中60%种的是梨树。去年，常安镇
第一届梨花节开幕，迎来了赏花人潮，以节庆活
动撬动了乡村美丽经济。今年，富春山居“乡村
百花大会”常安分会场启动仪式结合第二届梨
花节如期而至。常安衍生花的内涵，以花为媒，
整合各部门高校资源，邀请浙江省女花鸟画家
协会、富阳区知联朗诵团等社会资源共同参与，
探索美丽经济、乡村振兴发展路径。

启动仪式上，浙江省女花鸟画家协会为常
安的百花大会启动仪式赠送了以“梨花”为主的
各类花卉画。“丹青妙笔，向美而行”。仪式结束
后，浙江省女花鸟画家协会、富阳区女美协的画
家们以及游客们流连于梨花丛中，写生、拍照留
念，身姿曼妙，花影婆娑。

文农结合，探索美丽经济
启动仪式上，10余位身着汉服的孩子同样

吸引着游客的目光，他们与常安村民一同开了
“犁”，在体验中学习农耕知识，传承农耕文化。

常安镇通过总结第一届的模式，探索寻找
梨花的文化内涵。今年，吉庆农庄尝试推行开
犁体验活动，将“梨”“犁”“礼”相结合，给了梨花
更生动的内涵。梨花周，前去吉庆农庄的游客
都可以体验耕犁的活动。农庄内还有DIY环保
酵素、DIY大自然印章等多种亲子活动。

吉庆农庄是常安镇美丽经济探索之路上的
成功标志。自今年1月份以来，吉庆农庄已接待
百人亲子体验团 31场，各类企事业单位文化体
验团17场，直接经济收入30多万元。

常安镇镇长徐雪峰说，以梨花周来启动常
安镇2018年乡村百花大会系列活动，以花为媒、
以节会友，以文为核、以农带产，通过一系列丰
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和奇思妙想的互动游戏
体验，展示常安山清水秀的生态环境，呈现常安
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

常安镇“乡村百花大会”系列活动贯穿全
年，将以此项活动为依托，探索“两山”理论在常
安的生动实践，用文化指路、体验感受、线上线
下的现代经营模式，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大胆探索，用乡村资源、田园生活、民俗风
情的强大生态人文优势，打造乡村振兴共建模
式。

“三花”并开，助力乡村振兴
今年，常安镇将联合中国美术学院、杭州科

技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结合全区“最美庭院”
大比武活动，各村选取一户美丽庭院，由高校师
生进行最美庭院设计，将花卉种植和绿色景观
营造作为“最美庭院”大比武活动一项重要考核
内容，组织挖掘美丽庭院背后的故事。常安镇

2018年“百花大会”活动设立的陌上花开、庭院
花开、祠堂花开三个板块，六个子活动。

陌上花开，美丽经济，乡村振兴。主要包括
“乡村振兴·梨花周”常安镇2018年百花大会启
动仪式，建设大项线—永安山—杏梅坞“高山杏
梅花道”。结合精品线路建设，计划通过三年时
间，在入镇口—永安山—杏梅坞村一线以及横
坞片种植杏梅树两万棵，不仅为“永安山中国滑
翔伞基地”提供景观配套、拉长运动休闲产业链
条，更为沿线村级集体经济创收、村民增收开辟
新途径。同时，沿高山线路，杏梅树套种草花，
打造立体花道。

庭院花开，环境优化，洁美山乡。活动为
“庭院深深·美丽家园”大比武，以杏梅坞G20高
山蔬菜基地为主会场，举办“乡村振兴·高山蔬
菜节”。

祠堂花开，回归心灵，文化复兴。“文化礼
堂·敬老礼·母亲节”“祠堂花开·第三届家文化
艺术节”等活动，将花的元素与家文化主题有机
结合，将花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
利用家文化活动品牌进一步打响“乡村百花大
会”。

陌上花开、庭院花开、祠堂花开

常安“三花并开”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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