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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利婷通讯员 王利芳 施尧兴

在农村，说起最聚人气的文艺节目，非戏剧
莫属。逢年过节，戏剧给农村老百姓的生活增
添了不少喜庆色彩。

在渔山，有一支名为“渔山之彩”文艺小分
队，唱戏曲，演小品，跳舞，唱快板……样样精
通，很受村民欢迎。小分队通过文艺表演，不断
传递社会正能量，丰富着老百姓的精神生活，收
获的点赞不少。

近日，记者来到渔山乡渔山村，走近这支文
艺小分队。

一群爱好者，成为村里“网红”
8月初的一个晚上，夜幕降临，渔山乡渔山

村文化礼堂传来阵阵戏曲声。
这是“渔山之彩”文艺小分队第4次来渔山

村表演了，台下的观众依旧爆满，有的坐在从家
里搬来的长凳上，有的扇着扇子站着看，时不时
被台上表演逗得咧开了嘴。

文艺队负责人骆红亚说：“今天我们有12个
节目，都是村里老百姓爱看的曲目。”据了解，这
支小分队现有25名成员，年龄都在50岁上下，分
批轮流上场表演。

提起小分队由来，骆红亚说：“我们都是戏
曲爱好者，常常聚在一起唱戏。因为文化礼堂
后台有空调、更衣室，便于换服装和放设备，我
们经常在这里排练，练久了老百姓也爱听，我们
就边练边演，没想到效果还挺不错。”

从原来小打小闹到现在一晚上各种节目轮
番上演，文艺小分队正式开演不过才4个月。

骆红亚说：“我们的成名曲目是越剧《时光
谣》，2017年渔山稻香节上演过，之后乡里每次
搞活动都会邀请我们去表演。”今年3月，在乡妇
联号召下，作为妇联成员兼网格员的骆红亚和
周丽萍，一起发动村里戏迷和各村有名的伴奏
师傅，组成了这支文艺小分队。小分队成立不
久，便去了里山镇、灵桥镇甚至萧山区表演，名
气也越来越大。

节目丰富，自己创作
唱歌、唱戏、舞蹈、小品、歌伴舞……当晚的

演出，节目非常丰富。
《梁山伯与祝英台临终》《碧玉簪》《五女拜

寿》等都是经典曲目；《莫信邪》等舞蹈契合当下
社会热点，传递着社会正能量；小品《有钱没钱
都是妈》，旨在营造和谐的家庭关系，让台下观
众笑口常开。小分队里精英汇集，都身怀绝

技。赵爱凤被称为“金嗓子”，她的“徐派”唱腔
非常受好评；周丽萍创作的《美丽村嫂》，很受热
捧；伴奏师傅们大部分是各村60多岁的文艺爱
好者，不论什么曲目，经过他们的演奏，都能让
观众身临其境。

这些节目是怎么创作出来的？骆红亚和周
丽萍笑得捂住了嘴。“我们俩会讨论好几回，也
会征求大家的意见，一个节目改很多次是常有
的事。”骆红亚说，“创作来源主要来自各类经典
喜剧桥段，其次是当下社会热点和主流价值观，
再者是乡里的最新工作重点等，我们要把好的
思想、好的价值观融入戏曲和歌舞中去，让更多
的乡亲能受到文化的熏陶。”

周丽萍创作的快板《美丽村嫂》，由6个人演
唱，涵盖五水共治、美丽庭院、平安宣传等知
识。“五水共治是关切民生的实事，是造福百姓
的大事，打造平安富阳也需要老百姓支持。还
有美丽庭院建设，更离不开妇女参与。我从网
上选了一些热门词汇，结合妇联一些文件内容，
创作了这个节目。”周丽萍说。

兴趣使然，队伍越来越宠大
白天上班，晚上唱戏，这是很多小分队成员

的目前状态。来自渔山不同村的他们，不少都
没退休，促使他们四处奔波演出的动力，源自对
表演的热爱和兴趣。

“现在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庞大了，很多爱好
者纷纷想加入，有些想来学唱戏，有些想来跳
舞，我们都非常欢迎。”周丽萍说，“今天，里山镇
一支舞蹈队也来和我们一起表演。我们非常欢
迎，很开心能得到他们的认同。”

晚上9点多，演出结束。
周丽萍和骆红亚开始收拾各类戏服和道

具，伴奏乐队负责人张国涛开始搬移音响设备
和乐器。

据了解，台上音响价值好几千元，都是张国
涛个人掏钱买的，乐队师傅的出行接送也是由
他负责，他一直默默地付出着。“上次，我们去萧
山免费演出，我们特别花钱请了大提琴师傅，戏
曲的音效更好。”张国涛说，“为更多的人带去了
快乐，我们觉得很值。”

周丽萍说，各式戏服和头饰等价格不菲，大
部分演出经费和道具费是成员自掏腰包，有时
候也由大家来分摊，都是因为喜爱。

渔山有支“网红”文艺小分队
深耕农村大地，各村文化礼堂都是他们的舞台

“渔山之彩”文艺小分队

通讯员 俞炜婷吴妙惠 记者 王小奇

8月4日，银湖街道公共服务办联合受降社
卫服务中心，对紫云山庄“登革热”工作进行检
查，并开展健康服务进社区免费义诊活动，为当
地居民送上了一份“温情健康大礼包”。

紫云山庄属于老小区，地下管网老损、配套
设施落后、生活垃圾较多，而且小区靠近山体，
内部水体不少，夏季蚊虫较多，属于“登革热”易
发生地带，目前已进入应急化模式管理。

此次活动共接待就诊居民120余人，让社区
居民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优质的医疗诊治和帮
助。

为全面做好“登革热”防控工作，银湖街道
公共服务办公室开展了系列活动。

连日来，银湖街道公共服务办投身于各个
行政村（社）的背街小巷，协同各行政村（社）公
共卫生联络员开展实施工作，对每家每户的房
前屋后沟渠和楼房进行排查，每周疏通一次，排
除积水；填平天台以及地面的凹陷处，及时清理
弃置的轮胎；挨家挨户发放宣传册，宣传环保、
健康知识。

7 月 24 日至 8 月 2 日，街道组织各行政村
(社）网格员、公共联络员及部分企业职工，开展

“登革热”防治相关知识培训。邀请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相关负责人和医生，就“登革热”传染源

传播途径、传染期临床表现以及各村（社）“登革
热”防控措施要点和难点进行讲解与分析。还
联合社卫中心和有害生物防治公司，在辖区内
各行政村（社）、在建工地、学校、地下车库、公共
厕所等重点区域进行集中检查，及时将检查发
现的问题反馈各单位，要求各单位落实整改措
施，并按时间节点以图片形式上报整改后情况。

接下来，银湖街道将持续开展以防蚊灭蚊
为主的爱国卫生运动，进一步整治辖区内环境
卫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做好预检分诊工作，
严把发热病人入口关和出口关。对发热病人进
行登记，做到有据可查。

夏季“登革热”高发，银湖街道全力做好管控工作

织好健康保护网

记者 仲芷菡通讯员 蒋劲超

在龙门镇主办的第二届乡村百花大会期
间，1826古典摄影器材博物馆给人留下深刻印
象，那藏有李长江师徒三代收藏的2500部老相
机。

就在这个暑期，艺术大咖齐聚龙门，开设主
题为“1826智造”的艺术私塾。活动中，艺术家
带领学员变废为宝，用旧物改成小孔相机进行
摄影创作，还有借助阳光、空气、水构成的这台

“照相机”，使用“物影魔法”创造美丽照片的艺
术课程。

7月6日上午，“1826智造”第一次开班，一场
有趣的《针孔摄影机的制作》研学活动在龙门古
镇1826摄影博物馆开展。这也是龙门镇2019年
暑期“春泥计划”的主要内容之一。活动邀请了
10户艺术家亲子家庭参加。

“这是一张锡箔纸，用妈妈的缝衣针在上面

穿一个小孔，再用电工胶带将锡箔纸覆盖住盒
子上的小孔……”矫健老师利用废旧的礼品盒，
手把手地教孩子和家长制作一个属于自己的针
孔摄影机，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堂针孔与物影的
自然科学趣味课程。

“我要把它摆在树上，拍到树叶、房顶和天
空！”“我要在前面摆上两把玩具枪！”孩子们拿
着自己做好的针孔摄影机脑洞大开，设计着自
己第一张作品。经过几分钟的曝光，孩子们抱
着针孔摄影机兴奋地走进暗房，满怀期待地盼
望着自己的摄影作品出炉。在暗房昏暗的灯光
下，底片在药水池中慢慢呈现出影像，再经清水
冲洗、固色和风干，一张张由孩子和家长亲手制
作针孔摄影机、亲自拍摄的照片就做好了。

现场，1826 摄影博物馆联合创始人李长江
还教大家制作了“蓝晒”摄影作品，将混合好的
感光溶液均匀涂抹在感光相纸上，在暗处晾干，
再把自己采集的树叶、花朵放在感光纸上，用透

明玻璃盖好，通过太阳照射进行紫外线感光。
几分钟后，拿掉植物，用清水冲洗掉感光纸上的
药水，植物的印花完好地留在纸上。

据了解，1826 摄影博物馆作为此次活动的
主要阵地，馆藏有2500多件古今中外的摄影器
材、艺术照片等，也是近年来龙门镇新开辟的青
少年科普、艺术教育活动基地之一。

自去年博物馆建成开放以来，龙门镇持续
加强引导和扶持，进行摄影实践体验区域等硬
件配套，面向青少年开展摄影科普活动和亲子
实践。同时将之作为特色功能展馆纳入龙门一
村文化礼堂，配合四星级文化礼堂创建提升。
以此次活动为起点，博物馆将推出更多亲子研
学活动，进一步丰富古镇旅游内容，拉近博物馆
与游客的距离。

艺术私塾下一期拟推出“1826 智造”之《万
物有影》课程，报名电话：13588151532。

龙门1826摄影博物馆科艺劳动课开课
艺术大咖参与亲子活动 变垃圾为可拍照的相机

向风雨中的坚守者致敬
8月9日9时30分起，超强台风“利奇马”影

响富阳近48小时，全区乡镇（街道）机关干部冲锋
在第一线，没有退缩，我们应向这些风雨中的坚
守者致敬。

■富春街道

“经受住考验，才敢说我是一名党员”
本报讯（通讯员 王骄阳）8月10日下午2时，

镬子山社区一网格网格长董涛、网格员郑红娟以
及社区党员罗广钟在巡查中发现，机电市场三区
门口一处房屋屋顶两块挡雨的彩钢瓦在台风中
飘摇，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此时正值狂风暴雨，罗广钟、董涛为了排除
隐患，没有丝毫犹豫，迅速爬上屋顶，对彩钢瓦进
行加固。罗广钟是社区新建路一支部的支部书
记，前一晚右眼充血严重，本打算去医院看眼科，
但听到党组织号召，不顾眼疾，冒着风雨参与抢
险。他说：“这种时候能经受住考验，才敢说我是
一名党员。”

得知金桥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第四年区块部
分道路积水严重，金苑社区工作人员李婷与网格
员徐小红一同前往现场清理下水管道堵塞物。
虽然没有专业工具，但为了更快地解决积水问
题，她们冒着大风大雨，连续半个小时徒手挖出
窨井上的杂草和杂物，并清理道路附近的垃圾，
排除了安全隐患。

■春江街道

放弃年休假投身抗台中
本报讯（通讯员 孙绮虹）目前正值暑假，春江

街道副调研员宋生顺打算带儿子外出旅游，早已
请好年休假。

8 月 9 日下午，当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Ⅱ级
时，他决定放弃休假，给家人打电话说明情况后，
马上召集街道综合巡查执法平台所有人员，召开
抗台工作部署会议，全身心投入抗台工作。

■银湖街道

及时转移老人到避灾中心
本报讯（通讯员 吴妙惠）8月9日晚，沈家坞

村两委巡查到董关平家时，发现他88岁的母亲何
木仙还没有转移。老人的住所属危旧房，但无论
怎么劝说，老人就是不肯离开。

白天时，村党委书记奚黎恩已经两次前往老
人家中查看。晚上得知情况后，他实在放心不
下，又顶着狂风骤雨，赶到老人家中了解情况。
原来，老人平时独居在老房子里，生活由儿子照
顾。当天儿子在外面打工，无法返家，老人因此
不肯离开。奚黎恩立即与董关平取得联系，告知
老人现状，并保证会照顾好老人，老人终于答应
转移。

因老人行动不便，奚黎恩当即将老人背到车
上，又陪着她到避灾中心安顿。

■大源镇

“别担心，有我们党员干部在”
本报讯（通讯员 史琦欢）8月9日一早，大源

镇蒋家村干部蒋建军等7人，对村内危房、山塘水
库、田地、低洼积水区域进行地毯式巡查，发现一
户地势低洼的老房子积水严重，水最深处已达50
厘米。老房中有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他一脸焦
急又无奈。

村干部上前宽慰说：“老伯别担心，有我们党
员干部在，我们现在就帮你排水。”村干部不顾狂
风暴雨，立即开展应急排水行动：一边利用微型
消防车的抽水泵进行抽水，一边帮助老人抢救浸
泡在水中的物资。由于雨势太大，排水效果不明
显，大源镇消防队也前来“助阵”。经过一早上的
排水，积水基本排除。

■渔山乡

“台风不走，我不走”
本报讯（通讯员 施尧兴）“台风不走，我不

走！”这是渔山乡乡村两级干部常挂在嘴边的一
句话。在全区防汛抗台紧急视频会议后，渔山乡
第一时间召开紧急会议，认真落实防台抗台工
作，乡村两级干部全员到一线开展防台抗台工
作。

乡人大主席陆音波，没落下过一次下村走访
巡查，无论是查看山塘水库还是转移安置人员，
他总是带着应急救援队，奔走在第一线。

“我喜欢研究台风天，积累更多的经验。”共
产党员汪午灿是渔山乡本地人。在此次抗台行
动中，他三过家门而不入。8月9日晚上，在狂风
骤雨的恶劣天气中，他几乎一宿未眠，前半夜加
入防台抗台的应急救援队伍中，后半夜，他在渔
山溪边观测水量，不敢轻易走开，实时观测台风
走向，一整晚一刻都不懈怠。

■常绿镇

为居家养老中心老人送餐
本报讯（通讯员 夏震燕）为应对9号台风“利

奇马”，8 月 9 日上午，常绿镇启动抗台一级响
应。全镇镇村两级干部和党员群众迅速进入战
斗状态，严阵以待，抵御台风。

8 月 10 日中午，全镇居家养老中心用餐点，
全部改为上门送餐服务。常绿镇各村党员干部
和网格员组成服务队，为居家养老人员送午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