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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源镇新关村

举办重阳敬老金婚礼
记者 王小奇
通讯员 史琦欢 蒋观群 骆显洪 李旖旎
在花童的引领下，8 对金婚夫妇走上红地毯，
穿过花环拱门，幸福地步入文化礼堂……10 月 6
日上午，大源镇新关村举行“孝子故里孝行传”重
阳敬老金婚礼。
在这些老人结婚的年代，没有美丽动人的婚
纱、没有寓意深远的戒指，甚至可能没有像样的
婚礼，有的就是对彼此的真心和一张结婚证，但
在今天，新关村为老人们准备了更多的惊喜。
“有什么想对你老伴说的吗？”
“ 我爱你！一
辈子！”这些话，老人们可能从来没说过，但是这
样的场合下，他们勇敢说出了自己的爱，50 年来
柴米油盐的相伴就是他们爱的证明。
50 年相濡以沫爱如歌，50 年风雨同舟情相
依。主办方为金婚夫妇送上金婚对戒、金婚证
书、喜米果，老人们共品一份甜蜜，弥补当年的
“仪式感”。
据了解，重阳节到来之际，大源镇各村纷纷
开展各具特色的敬老活动。东前村 18 位 70 周岁
的“同年佬”集体过生日，村里还给 60 周岁以上的
老人分发长寿面；稠溪村驻军坞自然村举办“情
暖驻军坞，欢乐度重阳”活动，邀请 70 周岁以上的
老人共享“敬老孝心宴”和观看文艺晚会；大源村
潘塘自然村举办“浓浓温情，孝文化永久传承”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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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18 位老人登台接受晚辈们的祝福和礼物。
10 月 5 日上午，觃口村 101 位 80 岁以上老人
聚集在村文化活动中心李家祠堂内，参加李焕根
老人 90 岁生日活动，一起分享为他们准备的红包

和寿面。据悉，像李焕根老人这样的善举，前几
年觃口村已有 4 位老人做出了典范。他们也是节
俭办寿庆，把节省下来的钱交村老协打理，让老
人们共享幸福的晚年生活。

■银湖街道

村社联动庆国庆
本报讯（通讯员 吴妙惠）近日，银
湖街道各行政村（社）、两新组织纷纷开
展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庆祝活动。
银湖街道观前村携手彩虹社区共
同举办“我和我的祖国”主题文艺晚会
活动，用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一起歌
唱美好新生活。村民们精心准备的歌
舞《我的祖国》
《红旗飘飘》
《莫信邪》，
小品《当兵好》等节目，让现场观众享
受了一场红色文艺大餐，传达了赞美
幸福生活的美好心声。彩虹社区文艺
队自发组织的小组唱《共和国之恋》、
古典舞《春江花月》，展现了居民们的
艺术风采和文明新风尚。此外，沈家
坞村、大地村等也都举办了形式多样
的庆祝活动。

银湖街道大庄村

近 200 名老人同过重阳节
同过重阳节
记者 王小奇 通讯员 吴妙惠
10 月 7 日，银湖街道大庄村文化礼堂内，一
派其乐融融的景象。村里近 200 名 70 周岁以上
老人来到这里，参加重阳节活动。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富阳马氏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出资举办。负责人马建春从事农村餐饮
32 年，参加过第四届中国青年名厨技能大赛，
并夺得金奖。他说：
“ 我就是大庄村人，这次借
重阳节，邀请村里老人聚餐，就是为了回报家
乡，表达心意。”

举办重阳节活动
■渔山乡

奋斗新时代 逐梦富春湾
春江街道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文艺活动
见习记者 温欣欣 记者 王小奇 通讯员 孙绮虹
近日，春江街道太平公园内热闹非凡，预设的
700 个座位坐得满满当当，路上还有得到消息的村
民结伴赶来，广场上欢歌笑语不断。
“奋斗新时代，
逐梦富春湾”
春江街道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文艺活动在这里举行。富阳区相关部门、
春江
街道相关负责人，
部分退休老干部，
街道所辖企业、
事业单位、
各行政村相关负责人，
春江街道乡贤、
侨
联、
知联会、
工商联、
少数民族代表等参加。
太平村带来的《盛世太平》大型歌舞，点燃了
全场观众的热情，拉开当晚文艺活动的帷幕。演
出分《春江水暖》
《春江潮涌》与《春江蝶变》三个篇
章，以各村原创节目为主。
在《春江水暖》篇章，男声对唱《最美的歌儿唱
给妈妈》，淳朴的歌声感动了台下许多观众；情景
走秀《春江印象》中，春江中心幼儿园小朋友们的
表演可爱十足；
《红歌串烧》引得观众不自觉合唱；
独角戏《招演员》则惹得全场捧腹大笑。
《春江潮涌》篇章，延续了热烈气氛，舞蹈《春
江鱼儿欢》、越剧联唱《百花争艳》、小组唱《春江家
园》及器乐合奏、古典舞《春江花月夜》，一个个节
目精彩纷呈，
将气氛推向高潮。

本报讯（通讯员 宗宇婷）日前，春
江街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之书记诵读“十一书”活动，在街道主大
楼东侧圆台广场举行。
活动中，11 位基层党组织书记分别
诵读了见证初心和使命的“十一书”，感
受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征途中用生命和
鲜血铸就的共产党人信念与忠诚、奉献
与荣光、初心与使命。春江街道党龄最
长的 93 岁老党员蒋景松为大家诵读了
《感恩共产党》，以平白质朴的语言，述
说了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祖国以及富
阳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表达了一位
老党员内心最朴实的感谢和自豪。

本报讯（通讯员 施尧兴 骆伊棋）10
月 5 日傍晚，琴韵戏院携手渔山平安家
庭宣传队，在五岭村文化礼堂进行文艺
汇演活动，
庆祝重阳节。
汇演节目丰富多彩，有舞蹈《扇子
舞》
《走进新时代》，越剧戏曲片段《金玉
良缘》
《我把美酒献给党》，歌曲《我爱你
中 国》等 。 村 民 们 欢 聚 一 堂 ，其 乐 融
融。节目开始前，五岭村还向琴韵戏院
送上“惠民暖心，
送戏下乡”
的锦旗。

■湖源乡

本 报 讯（通 讯 员 牧 宇 超）10 月 4
日，湖源乡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暨重阳节活动。
活动当天，窈口村 70 周岁以上老
人齐聚窈口村五星文化大礼堂广场，吃
上一碗窈口当地手工索面，舞动一面五
星红旗，看了一场非遗女子板龙表演，
收下一份长寿的祝福。同时，老人们也
尽情表达了对祖国的美好祝福与殷切
期盼。

■常绿镇

举办篮球邀请赛庆国庆

最后的《春江蝶变》篇章，则满载着对春江未
来发展的希冀与期待。歌伴舞《爱我中华》中，春
江中心小学学生穿着少数民族的服装，情绪饱满
歌声嘹亮。杂技表演《力量》中演员们的敬业与高
超技巧，更让全场惊叹。原创节目诗朗诵《风起云

涌看春江》与音乐快板《春江发展我来说》，带观众
回看了春江的成果，
展望了春江的美好未来。
随着大合唱《我爱你中国》的谢幕，文艺活动
接近了尾声。全场演员们在大合唱《我和我的祖
国》中，
为整个文艺活动划上圆满句号。

常绿镇北坞村乡贤联谊会成立

本报讯（见习记者 温欣欣 通讯员
林筱青）国庆假期，常绿镇大章村篮球
场格外热闹，球迷们里三层外三层将这
里围得水泄不通。常绿镇邀请萧山、诸
暨等地篮球队，在此举办篮球邀请赛，
欢度国庆佳节。
活动共有富阳区超级篮球联赛冠
军队、常绿镇队、萧山区河上镇队、萧山
区楼塔镇队、诸暨市晨熙生态农业队等
5 支球队参赛。经过激烈角逐，10 月 1
日，富阳超级篮球联赛冠军队 90 比 94
负于诸暨队；10 月 2 日，常绿镇队 87 比
58 轻取河上镇队；10 月 4 日，常绿镇队
85 比 81 险胜萧山的楼塔镇队，取得两
连胜。

■场口镇

召开安全生产消防安全会议
记者 胡筱璐 王小奇 通讯员 林筱青
悠悠游子心，浓浓故乡情。9 月 28 日上午，常
绿镇北坞村隆重举行首个村级乡贤联谊会成立大
会，传递乡音、凝聚乡情，
共谋常绿新发展。
来自天南海北的 20 多位北坞村乡贤，兴致勃
勃地参观了北坞村居家养老项目，观看了《山水常
绿·人文长春》
《小城镇综合整治》宣传片，感受家
乡的山水资源和近几年的建设成果。
乡贤一直是助推常绿发展的重要资源。多年
来，广大乡贤心系家乡，为北坞村的经济社会发展
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乡贤程华东主动捐款
用于村级养老食堂，改善老年人伙食；乡贤章建成
配合村级工作，自愿放弃租期 30 年的土地，供村级

项目使用；乡贤章建林连续几年给村里无偿使用
几百吨水泥，用于道路修复、饮用水站提升改造
等。尽管乡贤们长期工作在外，但家乡的一举一
动无时无刻牵动着他们的心。
在乡贤代表发言环节，大家对北坞村的可喜
变化和发展前景给予点赞，并结合各自领域的实
践经验，敞开心扉、畅所欲言，就乡村振兴、引资引
智等方面建言献策。
新当选的北坞村乡贤联谊会会长程华东说，
将和全体乡贤精诚团结，彼此鼓励，努力提高北坞
乡贤会的凝聚力和公信度，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充分发挥全体乡贤会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使乡
贤会真正成为“大家庭”。同时，结合北坞村的实
际情况，全力汇聚民间爱心力量，帮助弱势群体，

树立乡贤会为民服务的良好形象。
常绿镇主要负责人说，北坞村乡贤联谊会的
成立，标志着常绿镇乡贤工作又迈出了新的一
步。要充分依托镇村两级乡贤组织，紧密团结，凝
聚力量，成为助推常绿发展的桥梁，把好的项目建
在常绿，把优质资本投向常绿，把优秀人才引回常
绿，加快形成推动常绿发展的强大合力。同时，希
望乡贤联谊会以实施“常商回归”工程为结合点，
引导广大乡贤主动参与特色产业发展，特别是正
在开展的北坞村居家养老项目，要凝聚合力，做成
典范，
惠及整个镇的老人。
活动当天，北坞村还组织黑马公益，为村里的
老人免费理发、按摩、测血压、请老人吃饭等，提前
为老人过重阳节。

本报讯（通讯员 盛久阳）近日，场
口镇召开 2019 年场口镇第三季度安全
生产、消防安全暨平安建设推进会议。
会上通报了近段时间以来全区安
全事故、场口镇今年以来执法处罚案例
和存在问题，介绍了三季度以来上级有
关安全工作的文件内容，对喷涂行业、
涉燃爆粉尘行业、有限空间作业、用电
安全、燃气安全、危化品管理、双重预防
机制等方面安全工作进行部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