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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寻梅进化，古道探秘”徒步大会举行

800余名游客欣赏进化好山水

美丽萧山

城厢开展地质灾害处置点巡查

益农勇当产城融合排头兵

义桥多部门联合开展“三严”集中整治行动

楼塔完成新建改造公共厕所30座

红山“三严”行动查处30余起交通违法行为

剪纸大师齐聚瓜沥 小城市传承大文化

■文/记者 靳林杰 摄/记者丁力

本报讯 当神秘的古道邂逅绽放的
梅花，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昨日，一场
热闹的“寻梅进化，古道探秘”徒步大会
举行，来自省内外的多支俱乐部成员和
毅行爱好者、市民800余人，来到有着

“小九寨”之称的进化镇，闻香赏梅，领略
古道风情。

本次徒步大会以“寻梅进化，古道探
秘”为主题，与正在举行的第四届吉山梅
花节深度融合，包含了探梅赏花、步道登
山、美食展销、农耕体验等系列活动。其

中徒步活动分为9公里体验组和15公里
挑战组两组，参赛人员从吉山村文化礼
堂出发，沿着神秘的萧绍古道，跨过奔腾
的进化溪，走过清澈的坎坡坞水库，经过
古朴的曹山寺，翻过层峦叠翠的金竹岭，
来到终点——浙江省最美赏花胜地之一
的吉山梅园。

来自萧山万丰石油的高燕燕和她的
同事用时50分钟完成了9公里徒步，她
说：“山阴道上行，如在画中游，雨后的萧
绍古道，空气清新、生态秀美、植被丰茂，
古道沿途有水库、翠竹、凉亭、古寺、溪瀑
和梅林，让我们远离城市的喧嚣，在世外
桃源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进化镇按照打
造“城市栖息地，杭州南花园”的定位，积
极发展休闲产业、休闲文化、休闲经济，
坚持走塑形与铸魂相结合的绿色振兴之

路，深入实施“全镇域景区化”战略，确立
了打造大美品质的“休闲进化”这一品
牌，以省级旅游风情小镇和省级旅游度
假区创建为抓手，精心设计了“初心、裸
心、畅心、润心”四条精品线路，将景点串
点成线，努力打造一座有着独特韵味的
净心文旅风情小镇。

“此次举办的萧绍古道徒步大会，首
次将吉山梅花节和古道毅行大会两大品
牌活动有机结合，将进一步推进乡旅活
动的开展，有力助推‘休闲进化’的品牌
打造，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进化
镇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进化已经连
续举办了四届吉山梅花节和两届萧绍古
道毅行大会，其中吉山梅花节成功入选
杭州市“十佳乡村振兴文化贡献项目”，
萧绍古道毅行大会入选“备战亚运、健康
萧山”十大特色品牌活动。

■首席记者 龚洁 通讯员 沈国强

本报讯 23日，浙江省“特色小镇”剪
纸大赛颁奖典礼暨优秀作品展开展仪式
在瓜沥镇任伯年纪念馆举行，来自省内
的剪纸大师们齐聚一堂，共谈传统文化
的传承与发展，为小城市注入文化新力
量。

剪纸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也
是一种蕴涵丰富教育价值的民间艺术。
在瓜沥镇昭东一带，民间自古就有剪喜
花、剪元宝的习俗。时至今日，逢年过节
剪窗花、贴福字仍然流行于乡间坊里，有
着浓浓的民俗氛围。

去年7月，为了展现浙江各地“特色
小镇”的风采，传承和保护民间剪纸艺
术，浙江省“特色小镇”剪纸大赛系列活

动在瓜沥镇正式启动。活动启动以来，
以剪纸为表现形式，结合全省开展的非
遗旅游主题小镇建设，百余件作品通过
剪刻或传统或现代的小镇新貌，让各地
特色小镇方方面面的精彩画面跃然纸
上。

“一幅幅特色剪纸作品反映着时代
特征，歌颂着美好生活。”浙江省剪纸协
会副会长宋胜林评价说，这些剪纸作品
凝聚着创作者的心血与智慧，寄托着他
们对浙江山山水水的热爱之情，反映了
改革开放40年来浙江的发展成就。

此次“特色小镇”剪纸作品展设在任
伯年纪念馆，共展出近百件获奖及专家
作品。“从创意到构图，再到整幅作品的
意境，真的让人震撼。”剪纸爱好者小陈
一边欣赏，一边用手机拍下这些剪纸艺

术品，准备回家细细琢磨。
文化是城市的魂、城市的根。千年

古镇瓜沥人文底蕴深厚，是近代画坛巨
匠任伯年故里，清代名僚汪辉祖、明代女
将军沈云英也诞生于此，拥有萧山花边、
党山酱萃、昭东剪纸等省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是浙江省首批命名的小城
市培育试点镇。而着力打造“小城市 大
文化”，也是瓜沥小城市建设的重要内
容。

瓜沥镇明德学校传承剪纸民间艺术
20多年，现已成为萧山剪纸艺术传承的
代表基地。瓜沥去年实施小城镇环境综
合整治将传统文化融入其中，在“城市家
具”的设计中，将“昭东剪纸”作品上墙，
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为小城市注入
了文化味儿。

临浦新组建7个特级教师工作站
■记者 徐文燕 王俞楠 通讯员 缪妙

本报讯 2 月 23日上午，临浦镇特
级教师工作站启动仪式在临浦镇初级
中学举行，并为特级教师工作站基地
学校进行授牌，对特级教师颁发聘
书。区教育局、临浦镇党委政府相关
负责人，以及临浦镇相关教职员工
300余人参加启动仪式。

据了解，新组建的7个特级教师临
浦工作站，覆盖幼儿园、小学、初中。7
位知名特级教师被授予导师聘书，他
们将充分发挥学术引领作用，为教师
专业成长发挥作用。

临浦镇特级教师工作站的启动，
是新常态下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所采取

的一项战略性措施，指导教师学员从
理念到实践进行不断提升，使之打造
成为临浦集聚人才、智慧和教育高地
的一大平台，并建设成为萧山教育的
一个品牌。

特级教师朱乐平表示，能成为导
师是一种荣誉，也是一份责任，“希望
能够尽自已的力量，为临浦教育的发
展起到一定的作用。”启动仪式后，工
作站学员们按初中语、数、英、科，小学
语、数和学前教育7个分组，进行了特
级教师工作站的第一次活动。

特级教师工作站的建立，也是临
浦镇中继挂牌“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临
浦中学”、临浦学前教育集团签约“中
科院幼儿园阿U课程”和北师大支持

临浦基础教育全面提升合作项目之
后，临浦教育“领先工程”的又一重大
举措。

临浦镇在成为浙江省小城市培育
试点以来，提出了“打造杭州南部科教
文化次中心”的目标。在硬件上加大
投入，2017年投入6200余万元对辖区
内各学校进行了改造提升；今年，将正
式启动东藩小学北扩工程、临浦一幼
南伸工程等建设项目，总投资近两亿
元。在软件上，制定出台了《临浦镇教
育发展软实力提升三年行动计划》，全
面加强与高校的合作，努力提升办学
水平。以教师队伍建设为引擎，以高
校助推为抓手，临浦教育按下了快进
键，跑出了加速度。

本报讯 翠竹掩映、白墙黑瓦、古色
古香，一派江南独有的韵味……在楼塔
古镇横街,一处有“格调”的建筑特别引
人注意，这是改造后的古镇中心公厕。

据了解, 横街的这座公厕建造年代
并不长，但男女如厕位比例不合理，存
在着不少问题。为此,该镇在小城镇环
境综合整治中，通过中国美院高端设
计，改造后的公厕不仅面积扩大了，而
且内部设计更加美观、整洁、人性化。
除了提高女性厕位比例，还为方便老

幼、残疾人等特殊人群如厕，增设了“第
三卫生间”以及附属的盲道、轮椅坡道、
扶手抓杆等人性化设施。

在实施“厕所革命”中，楼塔镇坚持
因地制宜原则，把“厕所革命”与小城镇
环境综合整治、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
融入特色元素,使城乡公厕在完善配套
中向景观化、特色化发展,实现了公厕
村村全覆盖。目前，30座新建和改造后
的公厕成为农村一景。

（王新江 洪凯）

■首席记者 洪凯 通讯员 萧靖

本报讯 日前，区爱卫会发布《杭州
市萧山区爱卫会关于公布2018年度区
级以上各类爱国卫生先进单位名单的通
知》，公布了全省93个村获得“浙江省卫
生村”名单，其中靖江街道和顺村、东桥
村、雷东村、协谊村、光明村上榜。结合
前期已成功创建的省级卫生村，目前，靖
江街道10个行政村已实现省级卫生村
全覆盖。

近年来，靖江街道紧紧围绕省卫生

村建设的工作要求，全力推进国家级卫
生镇创建工作，2018年11月“国卫”创建
通过市级评估，获得了国家卫生镇“入场
券”。

在“国家卫生镇”“省级卫生村”创建
过程中，靖江街道各村社结合实际情况，
明确责任，落实任务，有效整合美丽乡村
振兴、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美丽家园创
建等一系列载体，从根源上改变脏、乱、
差现象，积极扮靓美丽乡村，推进卫生镇
创建工作。

尤其是去年以来，靖江街道更是强

力推动新农村建设，在完善农村基础设
施、提升人居环境水平的同时，广泛开展
爱国卫生运动，印发健康卫生知识资料，
强化居民健康卫生教育，不断提升村级
卫生站体系和内涵建设，引导居民逐步
培养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形成
人人参与卫生创建的良好氛围，为全面
建设美丽乡村打下坚实基础。

下一步，靖江街道将以此为契机，着
力提升城镇品质，改善人居环境，完善长
效管理，巩固创建成果，不断提升群众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

靖江5个村新晋“省级卫生村”

本报讯 21日上午，“宁围街道‘万
名市民进课堂’——二桥村消防、交通
安全讲座”正式开讲，400余名二桥村的
房东和租客一起学习消防和交通安全
知识。

讲座开始前，前来参训的人员都领
到了街道专门定制的平安消防和消防
安全知识宣传册。讲座邀请市北交警
中队中队长潘毅、宁围派出所驻二桥村
民警郑汀等讲课，他们以“视频+事例+
讲解”的方式，结合实际发生的案例，深
入剖析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行车不规
范、电线乱拉、楼道堆积物过多等导致
交通、消防事故多发的原因，并告知村
民如何预防整改这类隐患和积极应对
危情的相关措施。

“这个培训太实用了，我学到了很

多消防知识。”村民施小娟说。
近年来，宁围街道运用“万名农民

进课堂”、党员固定主题党日等载体，开
展消防安全、道路交通、防范诈骗等各
类平安创建培训。同时，利用户外视
频、流动广播、墙绘等方式，引导辖区内
居民群众遵守交通秩序，增强消防安全
意识。据统计，2018年街道共开展大型
平安创建启动仪式1场，平安建设文艺
演出活动35场，“万名农民进课堂”培训
88次，累计发放宣传资料30万册。

此次讲座是宁围街道开展节后安
全培训的第一课，也是宁围“万民市民
进课堂”首次开课，旨在向当地群众普
及交通、消防安全知识，增强安全意识，
提升市民的危机情况应对能力。

（汪梦悦 丁伟力 朱文华）

本报讯 20日，红山农场召开“三
严”行动道路交通安全会议，部署“三严”
行动具体举措，明确各职能部门任务。

会后，农场立即联合交警、路政、运
管、城管等部门到萧清大道进行检查，

共查处30余起交通违法行为，其中包括
驾驶电动车未戴安全头盔、违规带人、
逆向行驶等。通过劝导教育、行政处罚
等措施，提高居民群众的安全出行意
识。 （倪凯玉 徐文燕）

本报讯 20日，义桥镇联合交警、城
管、派出所等多个部门，在集镇街头、东
方路、三汇路等地段，开展路面交通安
全严管、严查、严控行动，重点查处闯红
灯以及非机动车逆向行驶、不按规定车
道行驶、违法载人等严重交通违法行
为。

一上午时间，共查扣电动三轮车5

辆，两轮摩托车1辆，处罚逆向、带人、闯
红灯等电动车违法行为63起，处罚机动
车违法2起，劝导电动车佩戴头盔，行人
闯红灯等53起。

据了解，此次整治行动将持续到今
年12月31日，将按照每月10天，共120
天联合集中整治行动。

(徐文燕 黄坚毅 葛城城)

本报讯 日前，益农镇举行2018年
度总结表彰暨“勇当产城融合排头兵”
动员大会。

2018年，益农财政增幅明显，收入
首破5亿元大关，在经济建设、招商引
资、征迁拆违、环境整治、文化繁荣、教
育投入、民生服务、交通优化等方面晒
出了优秀的成绩单。2019年，益农将重

点做好安置房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美
丽乡村建设、队伍建设。

大会对2018年度先进集体、先进个
人进行表彰，号召全镇上下对标先进、
振奋精神、真抓实干、比学赶超，勇当产
城融合排头兵，为推动益农经济社会各
项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贡献力量。

（来静怡 龚洁）

本报讯 受连续阴雨天气影响，为
防范地质灾害的发生，近日，城厢街道
城管科组织人员对辖区内万寿桥、湘
湖、俊良和潇湘社区内9处经过改造的
地质灾害处置点进行走访查看，指导社
区做好地质灾害巡查防控工作。

在湘湖社区刚改造完的萧山散热
器厂地质灾害处置点，工作人员详细查
看了混凝土挡墙结构、泄洪渠的水道疏
通等情况。厂区负责人表示：“自从处
置点完成改造后，厂区内再无一处落石
下来，厂区生产安全有了保障。”

在位于潇湘社区0栋、1栋地质灾

害点，工作人员详细检查了社区地质灾
害隐患点的动态情况及防治现状，并叮
嘱社区时刻绷紧防范安全风险这根弦，
加强地质灾害点排查和地质灾害隐患
点巡查监测，加大预警预报和监测力
度。发现山体地质和土壤出现异常情
况，及时上报、及时处置，最大限度确保
居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不受损失。

城厢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上
级有关部门的要求，街道已委托相关社
区对辖区内处置点进行专人巡查和日
常养护管理，确保处置点附近居民的生
活生产安全。 （王洁琼 王俞楠）

宁围“万名市民进课堂”开讲第一课

本报讯 23日起，北干街道党工委
组织开设的“北干智汇大讲堂——北干
街道2019年党员培训班”正式开课。这
也标志着北干街道为期两月余的党员
轮训正式开始，

“一带一路是中国崛起的必经之
路。”在北干初中报告厅，杭州市委党校
副教授、经济学博士李贤祥应邀作题为
《一带一路：中国崛起与国际经济合作》
的报告，并回答了党员们提出的问题。

据悉，此次培训在金惠初中、北干
初中两个场地同时进行，辖区内党员将
利用周六时间接受为期三天的学习。

对年老体弱及长期卧病在床等不能参
加集中培训的党员，街道通过“周六轮
训”“送学上门”“网上送学”等方式，确保
学习培训一个不落、全员覆盖，让辖区内
4600余名党员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党员培训按照
“特色理论教育、党章党规学习、形势任
务通报、业务技能提升”的思路精心设
置课程，培训内容符合形势发展需要和
党员实际需求，对于提高党员队伍的政
治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发挥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有着重要的作用。

(吴瑾熠 张祥荣)

北干“智汇大讲堂”轮训4600名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