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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
思文 记者 王杰 通讯员 钱
梦蝶 陈柳青）一年一度的

“浙江省银杏之乡”——万
市镇银杏季，观赏期已进
入尾声，但仍有不少游客
慕名前往，在古银杏文化
主题公园内撑起天幕、搭
起帐篷，与大自然来一次
亲密接触。

据统计，自“银杏之
秋”第十四届万市银杏节
开幕以来，万市镇杨家村
共接待游客上万人，其中
11 月 12 日单日接待量达
5000 余人次，带动旅游收
入超50万元。

去年没有开业的鸿锦
山庄，今年竟然特意做了
装修提升，吸引游客前来
用餐和住宿。截至目前，
鸿锦山庄已创收 15 万余
元。

“杨家村的环境越来
越好，这几年银杏节带来
的效益也很好。”鸿锦山庄
负责人祝金娣夫妇因此决
定从城市回归乡村，花钱
装修提升山庄整体形象。

“这段时间，山庄天天处于爆满状态，许多游客
来吃饭还得等翻桌，周末的房间早已预定完
了。”祝金娣说，“现在银杏节越来越有名，对我
们这些商户来说是有利的。”

“没有预约根本订不到民宿房间，连周末
都排满了。”区政协委员、谷子山房主理人徐芳
说，11月以来，来杨家村的游客特别多，这几天
忙得根本停不下来。

“现在不只是银杏节，平日里来我们民宿
玩的客人也不少。”徐芳说，有不少都是回头
客，有一对杭州夫妻连续6年带着亲朋好友邂
逅万市银杏季。

今年，徐芳还开设新餐厅，希望把原生态
的食材更好地呈现给游客，让每一位来到杨家
村的人，都能品一品独属于杨家村的山乡味
道。

银杏节对万市农产品销售的带动作用也
十分明显。11月的每个周末，龙羊馒头、山核
桃、香榧、手工冻米糖、手工麻糍……村民们自
制的山乡美食纷纷出现在“万市大集·杏福集
市”上。11月以来，“杏福集市”销售额达15万
元，其中冻米糖摊位营收超5万元。

年近60岁的高荣华做冻米糖已有20多个
年头，一到银杏季，他每天的营业额都有一两
千元，最多的时候达5000多元。“最近生意很不
错，自己忙不过来，还特地把儿子从城区叫回
来帮忙。”高荣华说。

10 年来，万市镇整治关停石灰窑和矿山，
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不断将
美丽资源转化为美丽经济，立足何务浮云岭、
方里生态漂流、杨家十里古银杏等原生态资
源，打造“春赏樱、夏戏水、秋品杏、冬寻梅”四
季旅游品牌，先后吸引游客超200万人次，实现
旅游收入7200余万元。在这里，一年四季“陌
上花开”，“共富之花”持续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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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富阳区委宣传部、富阳
日报社共同策划出品的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之《富有理响》系列视
频今起上线各大短视频平台。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
曾四次到富阳，对产业转型、粮食生
产、文化工作、红色文化等作出重要
指示，给富阳人民留下了美好的回
忆。浙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对富阳来
说，新时代十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的十年，
是不断以有力行动诠释重要思想的
十年。十余年来，“牢记嘱托、砥砺奋
进”贯穿了城市发展的每一次脉动，
从造纸产业的“腾笼换鸟”到美丽村
镇如雨后春笋，从红色展馆遍布富春
大地到“昼访夜谈”转变作风 ，再到
全域打造现代版富春山居图回答“中
国式现代化”的时代之问，富阳这座
城市以实实在在的成果和进步，不驰
于空想、不骛于虚声，验证、放大、回
响真理的声音。

在《富有理响》的一个个镜头
中，我们捕捉到了一张张鲜活而生
动的面孔，他们的故事，会真真切切
让我们感受到什么叫“人民有信仰，
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他们的
故事更会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思
想”只要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
里走，不仅会重塑一个人，而且能成
就一座城。

区委宣传部
富阳日报社联合出品

本报讯（记者 张柳静）“看这
里，老英雄，123……”随着相机“咔
嚓”声落下，何荣发在镜头背后露出
欣慰的笑容。今年年初，一张88位
老兵的“合影”火遍全国，而“合影”
背后的摄影师正是80岁的何荣发。

何荣发，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富阳日报社原摄影美术部主任。去
年10月，何荣发受富阳区正步公益
服务中心负责人邀请，为全区抗美
援朝老兵拍摄一张合影。然而，老
兵年龄都在90岁以上，要凑齐拍照，
那是不可能的。经过研究，何荣发
决定通过技术手段合成一张“合影”。

“因为站位不同，每位老兵拍摄
的角度、光线和画面大小都有讲
究。”何荣发说。接下来的一个多月
时间，何荣发和志愿者团队一一上
门为老兵拍照，他们走过富阳16个
乡镇（街道），累计行程超 1000 公
里。

白天拍照，晚上回来修图，何荣
发常常在电脑前一坐就到深夜 12
点，新建图层多达 300 个。“等到完
工时，我的身体就不行了，医院去了
好几回。”他说。

但付出总有收获，这张“合影”
发布后迅速火遍全国。令何荣发高
兴的是，通过一张合影，更多的人开
始关注身边的老兵，看到他们曾经
为祖国和平浴血奋战的经历。

何荣发的脚步并未停歇。今年
7月，他得知富阳一位烈士没有个人
肖像时，毅然拿出画笔，根据模糊的
老照片绘出英雄样貌。当他将画像
送上门时，年过七旬的女儿这才第
一次看清父亲的长相。

“我今年 80 岁了，但我依然希
望为传承老兵精神作些贡献。”何荣
发动容地说。他的故事还在继续，
富阳的红色故事因一位位如同何荣
发一样的讲述者而历久弥新。

挖掘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
富阳的脚步也从未停歇。这里有抗
日战争胜利浙江受降纪念馆，无数
人曾在此立下“铭记历史、勿忘国
耻，珍爱和平、振兴中华”的誓言；这
里有郁达夫故居、双烈亭和龙门孙
晓梅纪念馆，见证了中华儿女的铮
铮铁骨；这里有新四军两渡富春江
红色研学中心、湖源新四军金萧支
队陈列馆和东洲保卫战纪念碑亭，
记录着无数先人可歌可泣的奋斗历
程；这里还有中央调查组在富阳史
料陈列室、周恩来视察大源纪念碑
等，向世人传递“敢说敢想、求真务
实、艰苦奋斗、执政为民”的优良传
统作风。正如何荣发所说，红色故
事不容磨灭，老兵精神代代相传，这
是我们自强不息、奋勇前进的动力。

何荣发：传承老兵精神 赓续红色血脉

本报讯（记者 朱啸尘 通讯员 王
文鹏）已是小雪节气，富阳的秋色刚刚
进入最佳观赏时节。渔山乡石牛山一
带层林尽染，从空中俯瞰，红叶鲜艳夺
目，宛如一幅油画（如图）。

2018 年至今，富阳累计投资 360
万元，主要选取富春江沿线、高速高铁
沿线等地块，实施彩色健康森林建设
项目6000亩，通过在林间空窗补植珍
贵彩色树种，丰富林相色彩，美化沿线
景观。

未来三年，富阳将依托“美丽生态
廊道”项目，再建 6000 亩彩色健康森
林，进一步提高森林质量，为描绘现代
版富春山居图提供生态保障。

彩色健康森林

绘出多姿多彩
“富春山居图”

常绿十位“忠孝之星”出炉
求正社会组织获“忠孝之星”团队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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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理响》
系列视频今起上线

本报讯（记者 陈凌）昨日上午，富
阳召开全区疫情防控工作会议，区委书
记吴玉凤在会上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实质，保持“时
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
工作，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和省市决策
部署，奋力交出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高
分报表。区领导马利阳、邵伟斌、许玉
钧、詹艳青参加。

会议通报了当前疫情防控有关情
况。会议指出，要清醒认识当前疫情

防控面临的严峻形势，完整、准确、全
面把握党中央确定的疫情防控方针政
策，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紧抓
实工作，做到“不外溢不蔓延暖服务”，
科学精准全面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

会议强调，指挥体系要高效运转，
坚持“一把手”下沉一线、靠前指挥，固
化力量、完善机制、加强值守，确保快响
应、快研判、快处置。卡口管控要突出
重点，聚焦报备、查验全过程不断复盘、

堵住漏洞，加强一线人员关心关爱，把
闭环管控落实在暖心服务中。日常防
控要密不透风，守好“小门”、用好“哨
点”，严格落实省外来人“三天三检三
不”和场所码“逢进必扫、逢扫必验”等
措施。场所巡查要持续覆盖，加强街面
日常巡查，发动行业协会、商家联盟和
群众自治力量，筑牢群防群控防线，紧
紧依靠人民群众打好人民战争。

会议要求，要健全响应机制，坚持
快字当头、以快制快，按照“五个一小

时”要求压缩时间、循环衔接。要坚持
底线思维，做好防疫和应急物资储备，
做好隔离场所、检测场地、车辆人员配
备。要持续宣传发动，落实疫情、舆
情、社情“三情”联动处置闭环，提升社
会面自我防范意识。要完善机制保
障，落实四套班子“四级包保”机制，确
保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无缝覆盖。要
加大督查力度，强化日常抽查、研判、
通报、警示，推动举一反三、压实责任、
形成闭环。

全区疫情防控工作会议召开

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防疫工作

12月15日起
9项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

近日，杭州市民政局制定了《杭州市民政
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告知承诺）事项
清单（试行）》，进一步规范杭州民政行政处罚
裁量行为。清单中明确，2022 年 12 月 15 日起
民政领域 9 项轻微违法
行为不予处罚。同时，坚
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
原则，通过警示教育、提
醒告诫、指导约谈、责令
改正等措施，引导当事人
及时纠正轻微违法行为。 扫码查看具体内容

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最新提醒：企业要强化省外来人管理
本报讯（记者 周晓露）近期，国内

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我区
发生了因企业未落实省外来富货车司
机提前报备和闭环管理工作导致疫情
传播风险。在此，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向
全区各企业发出如下倡议：

强化省外来人管理。企业出差人
员、访客或货车司机从省外来富返富，
请提前做好“入杭报备”并主动向所在
企业报备，抵富后，落实好“三天三检”
政策，倡导 3 天内居家办公，不参加 10
人以上聚餐、聚会等聚集性活动，不进

入人群密集场所（商场超市、农贸市场、
健身娱乐场所等）和重点机构（学校、培
训机构、养老和托幼机构、监所等），不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强化会议活动管理。按照“非必
要不举办”“能线上不线下”的原则，从

严控制会议活动数量和参会人员规
模。必须召开的线下会议和活动，请加
强活动规范化管理，严格控制活动参会
人数，50人以上集聚性会议活动需按流
程向属地乡镇（街道）报批，不组织 10
人以上的聚会。

“四不像”重现富阳
见证生态环境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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