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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杰通讯员 许杭琪 李凌

5月14日，渌渚镇召开“组团包村、两委包片、
党员包户、农户三包”专项行动部署会暨环境整治
大比武活动推进会。会议首先播放了渌渚镇环境
问题PPT，解读了村干部考核文件、环境综合整治
大比武方案等，杨袁村、六渚村、岘口村、新浦村、
新港村书记分别就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特色村
创建带动美丽经济发展、小城镇长效与提升、结合
特色村创建抓环境卫生和项目推进、环境整治长
效机制建设等内容进行汇报总结。

渌渚镇负责人说，镇党委政府积极贯彻落实
“全省高质量建设美丽浙江大会”的讲话精神、
“全区推进‘三项治理’工作专题会议”精神，立即
行动，“干”字当头，从思想上认识到位，从行动上
落实到位，按照“标准无上限、进步无止境、坚持
是根本”的治理要求，全力推进各项环境治理工
作，切实提高乡村环境质量，尽快实现“生态建设
标杆，绿色发展典范”的目标。

全域整治，全员参与
全面提升渌渚整体环境面貌

近年来，渌渚镇先后以“路长制”“五长联
治”、305省道“精品线路”工程为抓手，以“抓铁有
痕”之势对全镇生态环境进行整治，环境整治力
度不断增强，治理质量不断提高。今年1—4月，
该镇空气质量连续排在全区各乡镇（街道）前列。

但渌渚并不满足于此。该镇负责人说，此次
专项整治行动将按照“全面推进、重点突出、线面
结合”的工作原则，以“净绿整洁、洁美有序”为目
标，加大农村环境保洁力度，消除农村环境卫生
脏、乱、差现象，使渌渚农村环境卫生面貌发生明
显改观。整治范围为全镇区域，包括镇域境内
305省道、各企事业单位及13个行政村。

为此，渌渚将积极开展洁美办公室评比活
动。通过在镇干部中开展洁美办公室评比，让镇
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做好环境整治工作。

重点做好 305 省道村域范围内沿路环境卫
生整治等工作，与精品线路、庭院整治、特色村、
精品村等相结合，并进一步向县道、乡道和村主
干道路延伸，努力打造美丽公路。

着力提升工业企业环境卫生。督促辖区各
企业落实“一企一策”，扎实开展环境卫生综合整
治工作，确保企业内部及周边环境卫生面貌得到
明显改善。今年，渌渚还将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进
行绿化种植、墙面美化，打造3—5个美丽厂区示
范点。

在农村环境提升方面，渌渚将按照“五美”
（环境卫生清洁美、摆放有序整洁美、庭院设计协
调美、种树栽花绿化美、家风家训文明美）标准，
着力破解环境整治过程中存在的不平衡性问题，
让村庄环境从“局部美”向“整体美”转变。

据了解，本次环境整治大比武活动将从今年
5月开始，贯穿全年。每月25日左右，渌渚将邀
请部分镇班子成员、“两代表一委员”、相关科室
负责人及比武村组团联村成员、各村书记主任及
村妇联主席作为评委，对比武区块进行现场评
分。评分结果与各村年终考核奖挂钩。

运用“一二三四五”工作法
全力建设“生态建设标杆，绿色发展典范”

渌渚镇负责人说，环境是基础，环境好了，乡
村面貌改变了，其他工作也会带动起来，美丽经
济也会发展起来。因此，渌渚将重点抓好环境综
合整治，全体镇、村干部要严格按要求抓落实、抓
提升，全力做好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紧盯“一目标”，提振信心决心。紧紧围绕“创
建现代版富春山居示范点，实现生态建设标杆，绿
色发展典范”这一目标，加快循环经济产业园及新
港安置区块建设；以305省道“精品线路”打造提
升为抓手，联合交警、路政、运管、城管等部门持续
开展道路运输环境综合治理，实施“六个治理”（源
头治理、重点治理、分类治理、联合治理、科学治
理、长效治理），实行扬尘污染源头、过程、去向全

程监管，推动镇域道路环境综合整治提升。
坚持“两手抓”，环境、人文同美丽。以美丽

乡村建设推动美丽经济。在开展美丽乡村建设、
美丽庭院整治、特色村创建等专项整治工作的同
时，巧妙借用项目带动，以良好环境“筑巢引凤”，
依托深厚孝文化底蕴开发壮大“孝心之旅”，激活
美丽经济；以文化渗透，提升全民环保意识；动员
群众参与环境整治、家园共建，加强整治效果宣
传，让群众充分享受环境变化带来的幸福感。

念好“三字经”，做到全域景区化。持续开展
“四边三化”“七相联治”等多项整治行动，达到
“六个有”“六个美”生态宜居目标。实施更高标
准的环境整治，以现代版富春山居示范点打造、
全域土地整治和环境整治为抓手，全力推进镇域
全域景区化建设。

开展“四包四比”，突出党建引领。实施组团
服务“四包四比”，“四包”即：组团包村（组团联村
成员分村包干）、两委包片（村两委班子分条块分
任务）、党员包户（结对帮扶）、农户三包（门前屋后
卫生三包），加强网格化管理（管理网格化，服务也
要网格化）。“四比”即：组团与组团比，村干部与村
干部比，党员与党员比，农户与农户比。层层比、
级级比、月月比、经常比，形成环境整治全民参与、
全民比武的浓厚氛围。同时，以党建带动环境整
治，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带头模范作用。

深化“五长联治”，实现共建共享。“路长制”向
县道、乡道和村主干道路延伸；建立“河长制”长效
机制；鼓励群众争当“庭长”，分片负责管理督促农
户庭院和背街小巷环境；不断夯实“厂长制”，进一
步提高企业负责人的环保意识；深化环境卫生“店
长负责制”，消除占道经营、车辆乱停等现象。加
强平台建设，充分发挥镇综合信息指挥室监督管
理平台信息流转作用，强化镇“一巡多功能”巡逻
检查职能，对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路段进行
重点巡查，形成问题清单，及时反馈移交。将环境
保护和卫生整治写入村规民约，构建德治、法治、
自治“三治”融合的环境整治体系，发动广大群众
齐抓共建，共享幸福美丽大家园。

渌渚镇贯彻落实“全省高质量建设美丽浙江大会”“全区推进‘三项治理’工作专题会议”精神

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不断提升全域环境

记者 仲芷菡通讯员 朱张敏

5月14日上午，里山镇安顶村迎来了一群特
殊的小客人——富春四小的学生在安顶山上体
验采茶、炒茶、制作感恩茶礼，在辛勤劳动之余，
感受美丽乡村好风光。

为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根据富阳区中小
学生“新劳动教育”实践体验活动要求，里山镇立
足安顶云雾茶文化，充分挖掘本土茶文化价值，
在安顶山设立“新劳动教育”实践体验活动营地，
为中小学生在里山镇开展“新劳动教育”搭建起
传统文化体验与民俗家风感知的平台。

当天，富春四小的五年级学生作为第一批
来到安顶云雾茶文化课堂的“小茶农”，共同见
证了里山镇“新劳动教育”安顶云雾茶茶文化课
堂启用仪式。随后，大家系上头巾、背起背篓，
跟随茶农上山采茶。

“大家当心脚下，采摘的时候要采一心一叶
的，那样的茶叶炒出来才好喝。”在安顶山茶农
的引导下，孩子们弯着腰、伸出小手，小心而又
激动地采摘着。看着竹篓里鲜绿的茶叶，大家
的自豪感无以言表。

午饭时间，“小茶农们”跟随茶农教员分小
组体验土灶烹饪，吃自己做的农家菜。下午回
到安顶云雾茶茶文化课堂，炒制上午自己亲手
采摘的茶叶，包装后写下感恩词，制成一份献给
父母的“小茶礼”。

“这次与里山结对的是富春四小和富春三
中三至八年级的学生，预计将有2400多名学生
来到安顶山体验‘茶文化课堂’。全年的茶文化
课堂会根据时节调整课程，比如这次来的同学可

以体验采茶、炒茶，之后体验的就可能是抓茶虫、
剪茶枝、除草，夏天还能来试试当一回瓜农。里山
镇茶文化体验基地作为富阳区社会科学普及基
地，积极推广安顶云雾茶文化，希望通过中小学生

“新劳动教育”，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传统文化、茶文
化的种子。”里山镇相关负责人表示，2019年，全
区“新劳动教育”从洞桥镇先行先试，陆续推出
10-20个试点村、50-100个试点农户，里山镇安
顶村就是其中之一。该镇相关负责人说：“在中
小学生开展‘新劳动教育’实践体验课的过程中，

我们通过茶农当教员、农户提供茶园实践营地支
持的形式，帮助农民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促
进‘美丽教育’与‘美丽经济’深度融合。”

据悉，2019 年，富阳区逐步推进中小学生
“新劳动教育”实践体验活动，城区（农村）学校
义务教育段三至八年级学生，每人每学年到农
村（城区）实践体验“新劳动教育”不少于一次。
活动在全面推动中小学生素质教育的同时，也
进一步促进了乡村文化发展和经济提升，发展
美丽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中小学生采茶、炒茶、制作茶礼制作茶礼、、亲近土灶亲近土灶

里山镇安顶山：
设立“新劳动教育”活动营地

本报讯（通讯员 黄丹妮 朱一新 王梦姣）5
月13日下午，“我和我的祖国 悦动无邪”场口镇
反邪教广场舞比赛在场口文化礼堂举行，现场
共300余人观看了比赛。

参加本次排舞比赛的6支队伍，分别是叶盛
马山联队、东图联队、王洲联队、真佳溪村队、青
江村队、场口村队。比赛分两轮进行，第一轮是

规定曲目的表演，第二轮是自选曲目的表演。
比赛过程中，队员们精神饱满、动作整齐，舞出
了场口镇人民群众良好的精神面貌及健康和谐
的文明新风。值得一提的是，自选曲目表演，各
队自行创作编排舞蹈动作，队形编排变化多，动
作新颖有创意，给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盛
宴。

本次反邪教广场舞比赛的筹备和准备历时
一个多月，得到了场口镇各行政村的大力支
持。活动丰富了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提高了
群众识邪、反邪、拒邪的能力，落实了“群众走到
哪里，宣传跟到哪里”的宣传思路，营造了全民
反邪教的社会氛围。

场口镇举办反邪教广场舞比赛

■常安镇

参与调查问卷免费领取头盔
本通讯（通讯员 叶佳枫）5月10日上午，常安

镇举行“党建+学习强国+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活动期间，凡参与交通安全问卷调查、签订交

通安全责任书的低保户、低保边缘户以及现场安
装并实名认证学习强国的群众，都可以领取一顶
安全头盔。通过活动，有效劝导群众主动佩戴安
全头盔骑车，摒弃电动自行车违法载人、闯红灯、
骑快车道、随意变道、逆向行驶等不文明、不合法
驾驶陋习，提高了村民交通安全意识，最大限度地
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灵桥镇

表彰“最美母亲”和“最美婆媳”
本报讯（通讯员 马丽）5月9日，灵桥镇在新

华村文化礼堂召开庆祝母亲节表彰会暨“关爱女
性健康”公益讲座。

会议宣布了此次受表彰的“最美母亲”和“最
美婆媳”名单，并希望受表彰的母亲、婆媳珍惜荣
誉，发挥典型引领作用，做文明家庭的表率。同
时，希望广大妇女同胞以先进为榜样，弘扬家庭美
德，不断提升家庭的幸福度，营造和谐的家庭环
境，为构建和谐新灵桥贡献巾帼力量。

会后，区妇保医院医生应邀为与会妇女同胞
作了“关爱女性健康”公益讲座。

■渔山乡

慰问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本报讯（通讯员 施尧兴）5月14日，渔山乡党

委、人大相关负责人上门看望慰问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赵玉柱。

赵玉柱是富阳区中医院渔山分院的一名基层
医务工作者，今年3月，他与一名中年男子配型成
功。5月13日，在省中医院完成造血干细胞的采
集，成为富阳区第18人、第1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也是渔山乡继渔山乡中心小学老师汪海丰之
后的第2位捐献者。

在赵玉柱家中，慰问人员了解赵玉柱目前的
身体状况，叮嘱其注意身体，并对赵玉柱的善举表
示肯定，认为他传递了社会正能量，用实际行动展
示了当代年轻人关爱他人、热心公益的社会责任
和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希望更多的人能以赵玉
柱为榜样，参与到造血干细胞捐献这项公益事业
中去，让各种“最美”现象在渔山遍地开花。

开展母亲节系列活动

■春江街道

本报讯（通讯员 孙绮虹 宗宇婷）5月10日，春
江街道举行“好母亲”表彰暨“母亲讲堂”开班典
礼，表彰了春江街道2018年度“好母亲”“好媳妇”
和“好婆婆”。

5 月 11 日，民主村妇联组织本村 92 位母亲，
参加由区委宣传部主办的“喜迎建国70周年 看看
乡村新变化”活动，走访了常绿镇大章村、场口镇
东梓关村；建设村则举办了母亲节越剧文艺晚会，
让喜爱越剧的妈妈们过了把瘾。

■永昌镇

本报讯（通讯员 何美萍）为弘扬中华民族传
统美德，营造敬母爱母的社会氛围，近日，永昌镇
开展“母亲节”系列活动。

永昌镇各行政村通过“圆桌话母亲”形式，讲
述身边的“好母亲”“好媳妇”“好婆婆”，弘扬正能
量、传承好家风。据悉，永昌镇妇联坚持“有事好
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原则，积极探索
妇联“圆桌会议”模式，让妇女姐妹参与村级事务，
充分发挥巾帼力量，助推中心工作。

■湖源乡

采摘樱桃正当时
本报讯（通讯员 牧宇超）这几天，富阳樱桃大

多已下市，但是湖源乡的樱桃依然高挂枝头。
湖源乡共有两家樱桃采摘农场，一家是位于

窈口村的伟垦农场，这里的“黑珍珠”樱桃有甜、
红、鲜的特点。入园采摘，成人30元/人，儿童15
元/人。购买100元一筐，每筐3斤。团队采摘门
票可优惠，自驾游可导航至窈口樱桃园。还有一
家是杭州盛玮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樱桃基地
位于湖源乡上臧村何家居，是414县道富阳到窈
口的必经之地。基地内20多亩高标准的钢架大
棚樱桃硕果累累。入园采摘每人30元，每筐120
元。自驾游可直接导航至杭州盛玮生态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

摘完樱桃，还可以漫步壶源溪边，走走窈口古
村落，驻足网红鱼鳞坝，享受恬静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