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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街简讯

本报讯 近日，由瓜沥镇老龄工作
委员会、镇老年人体育协会承办的
2017萧山区第九届镇街中老年气排球
联赛暨选拔赛在瓜沥哥德曼体育馆举
行，来自城厢、临浦、新街、瓜沥等四个
镇、街道的12支男、女代表队共计120
位中老年朋友参加了此次活动。

比赛场上，中老年朋友们个个精神
抖擞，意气风发，尽管他们大部分都已

年过半百，但他们默契的配合毫不比年
轻人逊色，充分展现了我区中老年朋友
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精彩的比赛博得
了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经过一天的激烈角逐，最后新街和
城厢代表队分获男、女组冠军，从中择
优组队参加杭州市老年人气排球比
赛。 （邵福勤 周婷）

区第九届镇街中老年气排球赛在瓜沥举行

■记者 张旭 通讯员 沈镇

戴村全长80公里的国家登山级健身
步道正在紧锣密鼓地加紧建设，目前标准
段3公里已经建成，将于4月底开放，其余
10月底建成开放。与此同时，区骨干林道
戴村段目前已经完成20公里，今年底将实
现硬化，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林道对林业生
产、森林防火、森林旅游的促进作用。这两
条绿色生态长廊的建设是戴村发展生态旅
游的重要一环，届时将实现由骨干林道、健
身步道、生产便道等组成的，集生产、运动、
休闲、观光于一体的林区道路网，进一步串
联起该镇丰富的山水生态景区。

戴村的生态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可以
说是该镇今后不断挖掘的一块“富矿”，也
是后发赶超的最大潜力。拥有2万余亩竹
林的云石竹乡成功入选杭州市十大“最美
竹乡”，竹林的生态景观功能日益凸显，以
清晨假日山庄、云石山庄等为主的竹海旅
游和民宿经济快速兴起，极大地促进了戴
村休闲旅游产业的发展。此外，杭州市十
大“最美森林古道”萧富古道也在戴村留下
了一段美丽“足迹”。而在戴村的仙女湖发
现了大量的“水中国宝”桃花水母，这更可
以为该镇良好的生态环境增添新的例证。

不仅如此，在戴村的生态资源中还拥
有多项萧山之最。如我区最高的山船坞
山、最高的茶基地三清茶园、最高的水库

响天岭水库、最高的山庄云石山庄。可以
说戴村是萧山生态资源最丰富的镇街。

面对宝贵的生态资源，戴村狠抓生态
保护，形成更加山清水秀的生态美，加快建
设休闲戴村。该镇持续推进“五水共治”和
剿灭劣Ⅴ类水工作，确保河道“水清、河畅、
岸绿、景美”；加快生态优势转化，戴村深入
研究探索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
优势的路径通道，大力发展全域旅游，按照

“全域景区化、镇村景点化”目标及产业、文
化、旅游“三位一体”要求，依托现有特色农
业、林业、生态、文化优势，做好“旅游+”文
章；优化提升配套设施，加快推进旅游公共
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完善游客集散中心、停
车场、休憩点等旅游配套设施，如七都溪沿
路沿溪景观点打造。

文化与生态的融合也是戴村发展生

态旅游的一个重要方面。记载于顾家溪
村《顾氏宗谱》中的《长潭十景》一文，描绘
了古代云石（长潭乡）的十处景点。时过
境迁，一些景点已难寻踪迹。根据宗谱的
描述，戴村启动了长潭十景恢复改造工
程，计划对长潭钓月、枫岭樵云、林中探
幽、和庆闻梵等十处景点进行改造恢复，
充分挖掘历史与生态旅游资源，让历史上
的长潭美景以一种崭新的面貌重现于世，
赋予其新的历史、旅游文化。

据悉，当前戴村积极发挥交通区位优
势，抢抓“旅游南进”“科技南进”的重大机
遇，打好山水生态牌，厚植旅游运动休闲
产业发展优势。以山地运动、休闲、养生、
健康产业为主，有机串联起云石竹乡群
山，做实做强山水福地、生态戴村文章，生
态旅游扬帆起航。

守好生态“富矿”戴村生态旅游扬帆

在戴村云门寺生态茶园，工人们忙着采摘明前茶。记者 唐柯 摄

靖江小微水体清淤
近日，靖江街道甘露村正在持续进行小微水体治理行动，保证家家户户房前屋后

的池塘干净、清澈。 记者 金澍杰 通讯员 萧靖 摄

■记者 丁泓宇 通讯员 缪妙

本报讯 24日18：30，天色渐晚，淅沥
的小雨透着丝丝寒意，临浦的城市公园里
几乎没什么人。“救命啊……”城市公园的
运河边上，依稀传来几声微弱的求救声。

恰好在运河边巡视的陈大姐、戴大姐、
谭大姐，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求救信息。
来不及多想，三位大姐立马循着声音找去，
发现在不远处的河岸上，一位约20岁的小
伙吃力地扒在岸沿，大半身子泡在水里，并

不断地往下沉，人已冻得瑟瑟发抖。“有人
落水！赶紧救人！”三位大姐试图探下身子
去拉落水小伙，可是，运河沿岸的围栏太高
了，手根本够不到，怎么办？两位大姐急中
生智，赶紧蹲下来从最低一节的围栏那儿
伸出手臂，两人合力终于拉住了小伙，但是
围栏的间隙太小，人根本拉不上来，只能这
样僵持着，等待救援，另一位大姐立马掏出
手机，打电话求救。

幸运的是，公安和120迅速赶到，救
起了小伙。上岸的那一刻，小伙已经面色

惨白，气若游丝。询问之下，小伙断断续
续地报出了母亲的名字，陈大姐赶紧联系
了小伙的母亲，小伙则被120迅速送往医
院。大姐们悬着的心，也终于落地了。

等大姐们回到家中，已是7点半了。
身为“临浦总管”的她们，对于治安巡逻的
任务，从未有过松懈，也正是因为她们的
尽职，挽救了一条鲜活的生命。事后，小
伙的母亲对陈大姐们再三表示感激，陈大
姐却朴实地笑了，说道：“这有什么，这是
我们临浦总管应该做的！”

生死时速“临浦总管”勇救落水青年

■记者 何文静 通讯员 娄玲

“今天这样的大会，村里好多年没有开
过了！”26日下午，宁围街道宁牧村村民行
为规范实施动员大会暨《宁牧简报》首发仪
式在万向小学操场举行，宁牧村村民扶老
携幼来到现场，一张张笑脸在阳光下绽放。

这场难得的村民大会，有全体三委成
员、全体党员、村民代表、全村户长、村属
企业代表、经营户代表、小学生代表等一
千余人参加，现场座无虚席。到会的每人
领取到一份全新出炉的《宁牧村村民行为
规范百分考核细则》（以下简称《细则》）和
《宁牧简报》。前者意味着，宁牧村的新版
村规民约正式推行，其“百分考核制”系全
区首创。

“今年年初，宁牧村先后召开2016年
度总结会议和2017年工作动员大会，提
出要创新载体，实现‘党风、村风、民风’大
提升。我们创新的两大载体，就是《细则》
和《宁牧简报》。”宁牧村党总支书记俞筱
芬告诉记者。宁牧村人口众多，全村共有

农户960户、企业60余家，其中本地人口
2896人，外来人口约1万人，管理工作及
文明建设都是大工程。

尤其是《细则》的出炉堪称不易。宁
牧村三委班子成员考察学习了几个市级
文明村，结合全区、街道要求及本村实际，
从土地管理、建房拆违、五水共治、环境卫
生、消防安全、集体设施、计划生育、文明
守纪、信访维稳等多方面起草《细则》，多
次召开全村党员、老干部、村民代表座谈
会，征求意见并修改。最终在村民代表的
支持之下，制定了九大方面共计40条《细
则》考核内容，以及“一月一通报”“百分制
倒扣分”考核办法。

《细则》规定，宁牧村对全体村民以户
为单位进行考核，到年终进行综合汇总，

“对超过90分的农户进行精神与物质奖
励，并在村务公开栏等进行公示表扬。”

《细则》九大方面既涵盖了村务工作
的方方面面，也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以

“土地管理”第1条为例，规定：“破坏耕
地、进行倒土、私自作停车场、堆场、废品

收购场等行为，每项次扣3分，情况严重或
超半亩以上的由执法部门处理。”

为此，宁牧村召开了这场数十年未曾
有过的大规模会议，隆重推行《细则》，并
发放《宁牧简报》。这两份崭新的印刷品
一发放到村民手中，不少村民就迫不及待
地翻看起来。“这是我们宁牧村全新的‘村
规民约’和第一张小报，很有意义，对咱们
老百姓是好事。”69岁的老党员陈大伯说。

网格长代表、村民代表、经营户代表、
学生代表分别上台发言，支持《细则》的推
出，表示要做讲文明、守村规的宁牧人。

“村里制定这样的行为规范细则，既是
一项村规民约，也是一种管理模式。通过
这种方式，深化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
自我服务’的能力，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
气。”宁围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郭益丰说。

而《宁牧简报》的发行，打造了村务工
作透明化的又一个平台，让村民更多地了
解村务工作，每位村民也能撰稿，宣传身
边的邻里故事。计划每季度印刷一期，发
放到每户村民家中。

宁牧村推出“百分考核制”村规民约

本报讯“这张纸上的内容您仔细
看看，是让我们好好保护河道环境的。”
在所前镇杜家村，身穿“红马甲”的巾帼
志愿者李燕正挨家挨户向村民发放“剿
灭劣Ⅴ类水”倡议书。这是所前镇妇联
助力该镇剿灭劣Ⅴ类水的一个缩影。

自3月中旬所前打响剿灭劣Ⅴ类水
体战役以来，该镇妇联积极响应号召，鼓
励所前“铁娘子”投身助力劣Ⅴ类水剿灭
战。一是完善助力治水巾帼志愿服务
体系。按照“队伍+项目”的模式，完善
治水护河环保志愿服务队伍，分层次、多
形式地组织开展各类治水环保志愿服

务项目。同时，结合“河长制”互动工作，
探索巾帼志愿者治水护河行动点建设，
目前确定里士湖河为巾帼护水队示范
岗。二是丰富节水护河宣教活动。结
合志愿者活动，开展“五水共治”知识进
社区、进礼堂、进校园活动，进行节约用
水、循环用水、保护水源等宣传教育活
动。三是开展治水净水巾帼突击队行
动。组织建立助力治水巾帼突击队，13
条河道共成立13支队伍，配合专业清理
队伍，定期开展河岸垃圾清理、种树护绿
活动，带动群众自觉参与到清洁水环境
的行动中去。 （项亚琼 袁园）

所前妇联助力劣Ⅴ类水剿灭战

本报讯“开始着火时，火势较小，
一旁的工作人员没有灭火，快速逃离。
老板闻讯赶来，试图用脚把火踩灭。结
果，火势越来越大，最后酿成大祸。”这不
是电影，这是真实火灾事故的监控视频。

昨天下午，新塘街道企业消防巡回
培训走进五联村。来自杭州六进消防
培训中心的傅燕波以一段触目惊心的
视频开始了授课。培训中，傅教官采用
视频直击、火灾案例、理论阐述、现场演
示等方式，对火灾险情的应急和预防、
消防安全能力建设以及消防器材的正

确使用等相关知识，进行了深入浅出的
讲解和演示，给参训人员上了一堂生动
的消防安全知识课。

该村范围内企业的负责人、安全管
理人员等近百人参加了培训。据介绍，
3月份以来，新塘街道把消防安全培训
送进10多个村、社区。接下来，培训还
将走进10多个村、社区。同时，街道将
打、防、管、控、建多管齐下，继续做好居
民出租房、劳动密集型场所和企业安全
生产等为重点的排查和整治工作。

（冯婷婷 夏丹 朱丽燕）

新塘消防培训进企业防火知识入人心

本报讯 马上又要清明了，提起清
明节，不能不提到一样食物——清明团
子。这两天，家住义桥镇的赵彩兰阿姨
就忙碌起来了，包了很多清明团子准备
送给亲戚朋友。

赵彩兰阿姨人称“兰姨”，可是制作
点心的能手。听她侄女小王介绍，兰姨
心灵手巧，一家人的早餐比如油条、花
卷、南瓜饼、红豆粥等，都是她亲手制
作。每到时令，端午节包粽子，中秋做
月饼，冬至做麻团，“她都想方设法，给

大家做出好吃的。”
这次清明节前做团子，兰姨准备了

咸、甜两种馅料，据她说都是上一代传
下来的配方。咸味的，是将春笋、雪菜、
豆腐干、咸肉等，全部切丁，加入盐、味
精等调料炒熟备用，再加些辣椒。甜味
的则是豆沙和桂花，为了消食还加了橘
皮，“这可是一个窍门，防止吃多了积
食！”兰姨满脸笑容，一转眼一个个可爱
的团子就在她手中成型了。

（徐文燕 黄坚毅 王笑笑 徐国钦）

农家开始自制清明团子了

本报讯“沿河15米的拆违范围是
否可以因地制宜推行？”“剿灭劣Ⅴ类水
工作应遵循先确保循环流通后治理、先
大型河道后小微水体的系统整治方
式。”“宣传‘五水共治’工作，我们可以
更好地利用学校这一载体，通过‘小手
拉大手’的形式，形成人人参与的局
面。”……

一条条可行性强、宝贵的建议由参
与实地督查的政协委员口中提出。近
日，区政协蜀山片委员组来到一线实地
踏看了部分河道和小微水体，充分肯定
街道“五水共治”和剿灭劣Ⅴ类水工作，
并积极履行职责建言献策。

委员们先后实地察看了章潘桥村
东俞池塘、黄家章村路平溪、赵家墩村
畈里余西池等3处小微水体以及大汛

河、第四桥江越寨段等两条水系。在东
俞池塘，池塘周边精心砌石护岸，池塘
的一侧则树好了一块“塘长”的牌子，明
确落实了责任。来到大汛河沿线，不少
委员感慨自己从小就是在河边长大的，
现在河道的环境保持得非常好。

实地踏看和街道关于“五水共治”
的工作汇报，让委员们对街道的“治水”
工作有了更为直观的感受。

据悉，蜀山街道有15条城市河道，
13条农村河道，19个小微水体，2条村
级河道，目前街道按照区里“三清一配”
要求，全力推进剿灭劣Ⅴ类水工作。在
工作中强调认识到位、要求到位、宣传
到位、追责到位，做到责任包干、任务落
实、强势推进，确保按时完成剿灭劣Ⅴ
类水工作。 （张旭 丁水富 冯晓晟）

政协委员督查蜀山“五水共治”工作

3月28日，春分已过，万物复苏。所前镇杨树下村农田里，村民忙
着翻耕土地，开始春播。 摄联会 傅灿良 摄春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