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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从来没有一条路，如富春江“千年诗路”这
般灵动而别致。一条富春江，沟通东西，连接城里城
外。

说起富春江，谢灵运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宵济渔
浦潭，旦及富春郭。定山缅云雾，赤亭无淹薄。溯流触
惊急，临圻阻参错。”1600年前，富春的奇山异水、险滩云
雾，让谢灵运感慨吟诗，于是第一首以“富春”为题的古
诗横空出世，《富春渚》便开启了这条“千年诗路”。

千百年来，严子陵、吴均、李白、孟郊、苏东坡、郁达
夫……历代诗人的足迹踏遍富春江畔，到过渔山、官
山、东梓关、龙门、新城道中等各个角落。他们踏歌而
行、乘兴吟诗，将自己的壮志豪情，挥洒在富春大地。
富春大地的砖砖瓦瓦间，亦回荡着历代诗歌的余韵。

这条无数文人墨客赞叹的神奇江流，从远古奔流
至今，灿烂着富阳的文化渊薮，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富
春儿女。

诗与远方，就在富春江畔的山水之间。今日起，本
报推出《重走“富春山居·千年诗路”》系列报道，跟着历
代诗人们的踪迹，走“千年诗路”、听“千年诗韵”，探寻
这颗传承着富春人文历史的诗路明珠。

重走“千年诗路”
探寻富春文化

本报讯（记者 陈凌）昨日下午，区
委常委会召开第 157 次会议，传达学
习省委“牢记重要嘱托，建设‘重要窗
口’”专题交流会精神，部署富阳贯彻
落实工作。区委书记吴玉凤主持会议
并讲话。王牮、汤金华、陆洪勤等区委
常委会班子成员参加。

会议指出，这次专题交流会是省
委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杭州一
周年之际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既是

对一年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的阶段成果汇报，也是忠实
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
口”，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的再
部署、再动员。要准确把握省委围绕

“重要窗口”新目标新定位构建的“四
梁八柱”，结合实际找准发力点，推动
省委决策部署在富阳落地生根。

会议强调，要学深学透。各级各
部门要迅速组织学习，结合党史学习

教育，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
杭州的深厚感情和殷殷嘱托，认真研
读《习近平在浙江》采访实录、“跟着总
书记学思维”等内容，全方位、深层次、
多形式学懂弄通“八八战略”深刻内涵
和“重要窗口”战略深意。要笃信笃
行。按照省委打造一批“八八战略”标
志性成果要求，抢抓杭州亚运、“三区
叠加”等机遇，围绕“十四五”开好局、
起好步，以“迎展行动”为抓手，加快推

进“985”工程，确保各项工作按时间节
点高质量完成，在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样板段建设等方面拿出一批具有富阳
辨识度的成果。要争先领先。围绕省
委各项重点任务，积极争取建设共同
富裕示范区试点落地富阳，全面推进
全区域、全领域、全方位数字化改革，
在实施碳达峰、碳中和计划，加快建设
绿色发展示范区等方面积极探索，推
动各项工作走在前列、争当示范。

区委常委会召开第157次会议
传达学习省委“牢记重要嘱托，建设‘重要窗口’”专题交流会精神

本报讯（记者 陈凌 朱啸尘）4 月
6—7日，区委书记吴玉凤前往银湖街
道、富春街道开展“昼访夜谈”调查研
究年活动，助推“十四五”高质量发展
开好局、起好步。区领导万重丰、许玉
钧参加。

连接城市与青年——在银湖科
技城“厘米空间”，吴玉凤坐下来与年
轻人聊起创业路上的激情与艰辛。
创业三年多，由富阳姑娘张昕然创立
的厘米科技有限公司，先后将浙江省
优秀众创空间等一系列奖项收入囊
中。入驻“厘米空间”的160多家企业
中，已有7家企业成长为“国高企”，有
的企业市场估值已超过 10 亿元。听
了大家创业的初心和梦想，吴玉凤感
叹道：“年轻人创业很不容易，既要敢
于走出舒适区，更需要相互信任扶
持。既然选择回到富阳，希望你们深
深扎根下去，聚集更多有共同追求的
年轻人，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下
去。”

亚运射击射箭和现代五项馆工程
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工人们正忙着
养护马术场地草坪。阳光照射在综合
馆外立面，折射出一幅“流动的富春山
居图”。吴玉凤登上比赛看台，俯瞰场
馆全貌，随后又步入馆内，查看射击、
射箭等比赛场地，了解设施设备安装、
赛事功能验收等后续安排情况。“聚精
会神，才能箭无虚发。”吴玉凤强调，

“迎亚运、展风采”是当前工作的重中
之重。要按时高质完成场馆验收，细

化完善周边环境整治，以射击射箭的
沉着和精准做好赛事保障，全力向世
界精彩展示现代版富春山居图的美丽
形象。

清明采茶正当时，银湖街道大庄
村满目翠绿，山谷间回荡着布谷鸟的
叫声。2003年，“茶痴”卢新从梅家坞
来到这里开荒种茶，建成了 200 亩优
质茶园。受他鼓舞，勤劳的大庄村人
纷纷走上了种茶致富的道路，总种植
面积已超过 4000 亩。吴玉凤与茶农
们围坐一堂，共话茶事。“富阳茶叶不
愁销”——在这样的共识下，大家对

“如何更好打响区域品牌”展开热烈讨
论。“品牌建设的关键在于品质。”吴玉
凤指出，小小茶叶浓缩了中华文化，既
要坚守，鼓励茶人们传承优秀文化，也
要创新，不断擦亮“富春山居”区域公
共品牌。

暮色四合，华灯初上。吴玉凤来
到勤丰村西石坞水库，加入村民们沿
湖散步的行列，边走边看沿岸建设的
民宿、农家乐、露营基地等乡村振兴项
目。在农户家中，吴玉凤与镇村干部、
历任村书记、党员代表们开起了“板凳
会”，一起聊变化、话发展。“肥皂一只
角，布票一尺八，洋火没一根，分红两
角八——这是我们过去生活的真实写
照。”76岁的老书记陆玉农是富阳第一
批“万元户”，说起村里的变化，他由衷
感激，“现在我们村人均收入超过了4
万元，是改革开放给农民松了绑，彻底
改变了农村的面貌。”今年刚刚成立的

云水社区，环抱于勤丰、勤乐、洪庄等
几个村庄之中，是个非典型的“村中
社”。作为本地人，新上任的社区负责
人也畅谈了自己“村社联合、睦邻家
和”的治理思路：“我们打算应用数字
技术当好‘云管家’，彻底摸清社区的
底数；同时要抓人促事，通过社区党员

‘亮身份’、开展邻里活动等形式，让社
区的‘生人社会’变成‘熟人社会’。”听
了大家的发言，吴玉凤欣慰地说，农村
生活的变迁史，就是我们党的奋斗
史。要结合党史学习教育，从现实素
材中汲取力量，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
实现共同富裕。同时要运用好“大党
建”平台，以信息化技术串联起城市和
乡村，以党建引领群众自治，打造睦邻
友好的基层示范。

第二天一大早，吴玉凤前往开发
区金桥园区，实地走访了汉邦钢材市
场，详细了解大城北（环阳陂湖）空间
腾退和产业转型情况。“感谢大家对城
市建设的配合。”在园区有机更新指挥
部，吴玉凤与前来签约的搬迁户拉起
家常，了解搬迁户们的去向和下一步
打算。在详细听取园区城市设计方案
和空间腾退计划，并看望慰问了指挥
部一线工作人员后，吴玉凤叮嘱开发
区和富春街道，要坚持生态优先原则，
统筹利用好环阳陂湖区块得天独厚的
自然禀赋，净化富阳的城市绿肺。同
时要兼顾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需要，
以亩均效益倒逼产业园区退低进高，
努力实现产业与城市齐头并进，城市

与环境共同成长。
园区内的杭州惠宝机电股份有限

公司是国内数字印后办公装备制造业
龙头企业，于 2017 年成功登陆新三
板。企业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形成
了胶装机、切纸机、覆膜机、多功能压
痕机、三面裁纸机、淋膜机六大系列近
百余种型号产品，拥有专利91项，“U5
单刀循环裁切式全自动三面切书机”
被认定为国内首台（套）重大技术装
备。现场参观企业展厅、了解企业发
展经营状况后，吴玉凤勉励企业要扩
大科技创新力度，持续保持行业领军
地位，实现稳健增长。她还叮嘱相关
部门继续做好企业上市服务，推动企
业从新三板向主板跨越发展。

富春第九小学即将于今年9月投
入使用。最后一站，吴玉凤来到校园
内，实地调研校园建设、教室装修等情
况。作为全区首座“校园光伏发电
站”，该校的光伏发电系统已正式并网
投用，不仅能有效激发学生们研究新
能源的热情，还能为校园提供安全稳
定的绿色电力。吴玉凤充分肯定这一
创新举措，鼓励相关部门抓好“碳达
峰、碳中和”机遇，推广更多节能降耗
设施在公共场所率先应用，打造绿色
发展示范。在有着300多个车位的地
下车库，吴玉凤详细了解智慧门禁系
统建设情况，她要求相关部门加快数
字化改革，以精密智控手段推动公共
场所车位向社会错时开放，更好满足
群众需求，提升社会获得感。

吴玉凤赴银湖街道、富春街道“昼访夜谈”

以调查研究助推“十四五”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陈凌）昨日下午，区
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
传达学习《关于加强巡视巡察上下联
动的意见》和中央单位巡视工作调研
座谈会、省委第二巡视组巡视杭州市
工作动员会、省委第十二轮巡视暨巡
察指导督导工作动员部署会等相关
会议精神。区委书记吴玉凤主持会
议并讲话。王牮、汤金华、陆洪勤等
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胡
志明等作交流发言。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各级党委高度重视巡视巡察
工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尤其是近年来，在全区各级巡察
干部的持续努力下，富阳区委巡察工
作深入开展，通过巡察发现问题、形
成震慑、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的成效
明显。要深刻认识巡视巡察工作的
重要意义，进一步营造风清气正的政
治环境，保障全区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
实担负起管党治党责任，把严的主基
调长期坚持下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
感积极支持配合巡视巡察工作,自觉
接受巡视巡察监督。要提升巡察实
效。重视巡察整改“后半篇文章”，以
整改实效检验巡察成效；重视建章立
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阳光
成为最好的防腐剂；继续紧盯重点领
域、重点单位、重点环节、重点人员，
强化风险管控。要强化上下联动。
坚持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坚持以上
促下、联通贯通，做到系统集成、协同
高效，切实落实中央巡视问题整改，
支持配合省委巡视杭州工作，统筹抓
好新一轮区委巡察工作。要落实四
责协同。把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
责任、党委书记第一责任和班子成员

“一岗双责”的横向协同协作与纵向
压力传导结合起来，把突出问题、关
键环节点出来，把规矩意识、清风正
气立起来。要抓好工作结合。将巡
视巡察与“十四五”开局起步、“迎展
行动”、党史学习教育等工作有机结合，不断改进提升
工作，落实各项任务，推动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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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啸尘 通讯员 寿
松涛）4月6日一大早，常安镇沧洲村
日晟粮油专业合作社，种粮大户张金
堂便叫了工人，来到自家田间地头进
行早稻直播作业（如图）。今年他计
划种植早稻 100 亩，从 4 月 1 日起便
开始直播，每天有六七名工人同时流
水作业，打田、整地、施底肥、直播种
子，目前已完成总量的60%。

随着气温逐渐回升，早稻直播迎
来最佳时节。连日来，区农业农村局
粮油技术团队分赴各地指导早稻生
产。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早稻生产时间紧，要抢种抢收。直播
早稻应在4月10日前全面播种完成，
机插秧早稻也要在 4 月底前逐步栽
插到位。同时要注意及时施用农药
和肥料，注重田间管理，防止病虫害
发生，以达到稳产优质的效果。

今年省里下达富阳早稻生产任
务是2000亩。富阳通过“意向调查、
压实责任、政策扶持、技术保障”等一
系列举措，落实早稻面积 2500 亩。
目前，全区正在抢抓时节，积极开展
早稻直播工作，为全年粮食生产打好
基础。

早稻田里农事忙

富春渊薮 且听诗吟

富阳日报公益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