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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晴好，龙岗镇仙人塘村 81 岁

的徐春梅将新屋里受潮的衣物，一一搬

到门口乱石堆上晾晒。屋外已被山洪裹

挟而来的乱石层层包围，衣物只能晾晒

在石头上。若不是房屋的主人提醒，外

人根本不可能知道，那乱石堆下面曾是

一栋住房，徐春梅在那里住过几十年。

这幢被山洪完全冲毁的老房子，紧

挨着儿子建造的新房。事发当天，儿子

儿媳妇都不在家，老两口被洪水围困在

新房子里。如果不是村干部及时将老两

口转移到学校，后果不堪设想。接受采

访时，徐春梅言语中充满对村干部的感

激。

当回忆起 10 日下午发生的事情

时，86岁的严树河仍然感到后怕。当时

洪水越来越大，从窗户涌进了新房子，

地面上的水已经快涨到膝盖。“还好村

主任和妇联主席来了，我们逃过一劫，”

严树河的腰伤未愈，腿脚不方便，村主

任胡浩明和妇联主席就把他抬到安置

点大峡谷中心学校。

那一整下午都在与时间赛跑的仙

人塘村两委班子成员，目标很明确：把

村民的生命安全放首位。“早上 10 点

多的时候，村里情况比较稳定，我还带

村民去支援华光潭望湖村，解救被困的

30 余名游客。”村党支部书记周强说，

仙人塘村由胡家、大九岭、周家、叶家、

上阴山、新兴 6 个自然村组成，其中周

家、胡家、叶家、上阴山四个自然村沿省

道分布。

11 点半左右，雨势越来越大，后山

的水已经漫到马路上。特别是胡家自然

村河道边上的几户人家，有安全隐患。

周强毫不犹豫就叫人将胡家 200 多村

民先转移了。有些村民不乐意，认为长

这么大，从来没发现这里会发大水，没

当回事。最后镇村两级干部采用了“蛮

力”，将不听劝告的村民直接“架”走。后

来这些村民对镇村干部的负责感激不

尽。

胡家忙完，周强又带着几名村干部

去新兴自然村巡逻，排查险情。新兴村

刚忙好，周强又接到周家一个求救电

话。再三嘱咐新兴村党员、干部及时转

移人员做好自救工作后，周强迅速赶去

支援，并组织人员将胡家剩余 40 几户

以及周家、叶家共 400 人转移到安全区

域。最危险的营救莫过于周振川夫妻二

人和胡国平一家。

周振川家的房子受山洪冲击出现

险情，到屋后的胡国平家避难。周强带

人赶到时，仍下着倾盆大雨，视线不好，

路上水流湍急，他们根本接近不了胡国

平家。

但人是一定要救出来的，周强下定

个决心后，和几个村干部、党员以及村

民一直在附近候着，等待时机。下午 3

点多，水流稍稍缓了些，村民找来几把

梯子，在水面上架起了桥，通到胡国平

家，周强等人合力，把房子里的 4 口人

全部转移出来。没多久，周振川的房子

便被泥石流埋没了。

仙人塘被转移的 300 多人，全部安

置到地势较高的大峡谷中心学校，校区

就在胡家村口。村民中岁数最大的老奶

奶叫潘美香，她说活这么久，没见过这

么大的水。她的孙媳妇黄益敏，则一个

劲地感谢村干部：“多亏他们抢救及

时。”

自然村分散的仙人塘村，总共有

270 户，800 余人。在这场灾难中，仙人

塘全村房屋损毁无数，却无一人伤亡。

周强表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

要人在，家园就能重建得更好更美。

记者 朱艳 高红波 章昕

为转移村民，与时间赛跑
———访龙岗镇仙人塘村村两委

项目概况：龙门秘境示范型村落

景区项目是高虹镇农村综合改革集成

示范区项目的升级版。该项目涉及石

门、龙上、大山三个行政村，包括外

立面改造、古宅修缮、道路景观、攀

岩体验等 40 个建设项目，计划投资

9800 万元。目前，50%的项目完工。

建设场景：在高虹镇石门村的施

工现场，到处一片热火朝天的建设氛

围。作为龙门秘境重要的一部分，石

门村的村落景区主打古村落文化。

“我们这里主要突出‘古’字挖掘文

化。”石门村党支部书记边志荣说，村里

有许多明清年代的徽派古民居，通过如

旧修缮，保护了一大批古建筑。除了古

民居外，石门村还有古道、古桥、古巷、

古渠……古字开头的资源，就有 20 多

种，这些文化资源将成为打造龙门秘境

最有分量的筹码。

说话间，边志荣带着记者来到石

门古街。这里是龙门秘境的一个重要

景点。在去年修缮的基础上，今年石

门古街内统一了外立面，实施了“上

改下”工程，协调了周边建筑风格。

边志荣是土生土长的石门人，多

少年过去了，让他印象最深的就是那

个古戏台。听说，老底子的时候，逢

年过节，古戏台上热闹非凡，穿红戴

绿、粉墨登场，那时候，戏台对面还

有一个观戏台。由于长年失修，观戏

台倒了，这事在边志荣心里一直是个

小小的遗憾。

在这次示范型村落景区建设中，

观戏台又要回来了。村里翻修了古戏

台，还收购了戏台对面的一幢民居，

拆了原址重建了一个观戏台，如今，

木结构的观戏台已显雏形，木梁上刻

着各类花纹，一个仿古的村落“休闲

客厅”不日就要完工。

踩着青石板再行几步，一幢百年

历史的江南徽派民居跃然眼前，这是

“龙门秘境”的石门乡愁记忆馆，推门

进去，两层四合院古香古色，精美的

镂空窗，生动的门廊木雕，陈列的各

式老物件、旧时农具，散发着浓厚的

乡村气息。

“我们要保留、恢复、传承好老底

子留下来的东西，留住老底子的记忆

和乡愁。”高虹镇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他们收购、租赁、修缮古宅，改

成乡愁记忆馆，新四军纪念馆，龙上

攀岩馆，为的就是留住一个地方的古

韵遗风，保留老百姓共同的文化记忆。

忆在石门，玩在龙上，住在大山。记

者了解到，更多的精彩还在另外两个村

落，游客从石门进来，一村一景，石门村

的历史文化，让人记住乡愁；龙上村的

攀岩运动项目，吸引大批爱好者前来探

秘，狮子山上 125 条专业攀岩线路已

经建成，全省唯一的“攀岩小镇”应运而

生。还有大山村海拔最高，有原生态保

护完整的高山植被和华东地区最大的

金钱松林，老百姓已经自发开起了农家

乐，未来要引进更多高端民宿。

当不同的产业碰撞在一起，已经不

是单纯的产业链结构，而是能形成且创

造出更大价值的产业链生态圈。高虹镇

相关负责人表示，龙门秘境项目多任务

重，为确保国庆节前精彩亮相，镇里在

快马加鞭搞建设的同时，非常注重产业

发展，通过“文旅 +”、“农旅 +”、“公司

+基地”等形式，招商引资，努力带动三

个村的经济社会发展。

百姓愿景：92 岁的盛根妹是石门

乡愁记忆馆的老东家，老人说，政府越

来越好了，把快倒的房子租了过去、还

修好了，她希望村里建好后能给老百姓

带来更多的收入。村民陈日宏也说，老

街上“蜘蛛网”不见了，房前屋后清爽

了，石板铺路到家家户户，老房子还是

老房子，但环境变了，似乎又回到了小

时候，希望村里建设越来越好，希望开

发商早点进驻，让老百姓在自家门口就

能挣到钱。 记者 穆宇鸿

龙门秘境：探索乡村振兴的临安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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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战 70天 六景展新颜”系列报道之四

一线大比拼争当排头兵

通讯员 沈鸿华

本报讯 21 日，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郑荣胜到我区调研现代农业工作，

跑基地走企业开展“走亲连心三服务”

活动。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文钢、副

主任钱铮陪同调研。

郑荣胜一行首先来到天目山镇徐

村天目仙草主题农园和於潜镇光明农

场，实地参观了铁皮石斛、葡萄、水

稻、小香薯等各类农业基地。郑荣胜

边走边看边问，农场优美的生态环境，

独特的农旅体验，文化与自然的融合，

健康养生的农产品，科普教育、露营、

餐饮等健全的旅游业态功能，水稻 -

竹水旱轮作的新型模式等等，郑荣胜

一一表示肯定。

随后召开座谈会，区农业农村局

汇报了全区农业产业发展相关情况，

康之林、西马克、云彩禽业、红梅农

场、锦昌农业 5 个农业企业作了交流

发言。目前，我区农业主要有粮油

（小香薯）、畜牧、竹笋、山核桃、蔬

菜、花卉苗木、茶叶、水果、水产、

中药材、香榧、蚕桑等 12 个产业。

2018 年，全区实现农业总产值 62.2 亿

元，基本形成了以“东竹西果南畜”

为主导，山地蔬菜、优质水果、精品

茶叶等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

郑荣胜指出，临安农业起点高、

历史久、贡献大、特色多，特别是高

山蔬菜直供 G20 峰会，值得充分肯

定。下一步要积极组织本地企业参与

农博会、森博会等农产品推荐活动，

抓住亚运会的黄金机遇期，不断增强

临安农业的现代化水平。

郑荣胜要求，抓现代农业要着眼

全局。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思想，学

懂弄通做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内涵，

始终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重

中之重来抓。抓现代农业要满怀感情。

抓“三农”工作不仅要有强烈的政治

责任感，还要怀着对“三农”、对基层

的深厚感情，培养一批懂农业、爱农

村、爱农民的新农人来抓现代农业。

抓现代农业要不断改革。不断深化农

村改革，激发农村发展新活力，以构

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

营体系为抓手，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

抓现代农业要破解瓶颈。通过“市场

无形之手、政府有形之手、农民勤劳

之手”，不断破解农业发展中的瓶颈难

题，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

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

安居乐业的家园。

最后，郑荣胜就农业政策的连续

性和稳定性，营造农业发展的良好氛

围，农业产业化、数字化等具体问题

提出了意见要求。

郑荣胜调研我区现代农业工作

我的梦想是家里的车子能开到大门口，路上清爽点，干

净点。这是村民梅敏兰的写下的“梦想”，粘贴在湍口镇迎丰

村的心愿墙上。

梅敏兰家的房子建在迎丰村万家自然村的山脚下，从

家门口通往外面的主干道有一段七八米长，一米左右宽的

小路。小路两边是周边村民的猪圈和辅房，涉及到七八户人

家。“前面有七八户，我们家在最里面，如果就靠自己，我的

梦想这辈子都实现不了。”梅敏兰说。

2018 年 10 月，迎丰村开始搞“无违建”创建，梅敏兰的

梦想被提上了议程。“这边一共猪圈五六个，还有几处辅房，

在朱书记和王主任的带领下，村民都同意按期拆除，让出来

4米宽的路。”迎丰村村委委员方永娥告诉记者，今年 1月

5 日，当施工人员到万家自然村，梅敏兰家所在区域，准备

拆除猪圈的时候，其中一户村民怎么都不愿意。“他们家不

愿意拆，也不愿意让路，双方僵持不下。当时王主任在杭州

住院，听到消息后毅然选择回村里。”

赶回村里的王丰华，在家人的搀扶下到现场和村民沟

通，刚开始还能勉强站立的他，没过几分钟就因为身体吃不

消回车里躺下。虽然在车里躺着，但王丰华还在“指挥”工

作，想着怎么把问题解决。再三和当事村民沟通后，原本不

愿意让路的村民终于被劝服，随后，施工人员进场。看到事

情得以解决，王丰华终于放下心，家门都没来得及进，直接

赶回杭州的医院。

把车子开到家门口，不仅仅是梅敏兰的梦想，也是很多

迎丰村村民的梦想。迎丰村三个自然村一共 298 户村民，

以前，因为地势、违建等问题，差不多有一半的村民车子开

不到家门口。王丰华担任村主任的这 5 年时间，和村两委班

子一起，齐心谋划，帮助村民解决难题。为了给后代留出“一

条路”，村里有了一个规定，但凡拆旧重建，以及房屋新建的

村民，一定要把 4米宽的路留出来。

记者 潘鑫卉

我的梦想是车子开到家门口
现在已经实现了

记者 金凯华 摄

本报讯（记者 王建辉）昨日上午，我区

召开“一府两院”工作报告会，听取区长骆安

全代表区政府报告上半年工作和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及民生实事项目进展情况；区人民

法院、区人民检察院书面报告上半年工作情

况。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文钢主持会议。区

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法检两长，区人民政府组成部门主要负责

人，区监察委员会负责人，基层一线的区人

大代表，部分在临的省、市人大代表，各镇人

大主席、副主席，各人大街道工委主任、副主

任，区人大机关全体干部参加会议。

会上，骆安全代表区政府通报了上半年

经济运行情况、下一步工作安排。上半年，全

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68.03 亿元，增长

7.6%；财政总收入 59.3 亿元，增长 13.2%，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 37.6 亿元，增长 17.9%。我

区上半年经济运行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

进”态势，总量持续增长、质量持续优化、活

力持续增强，主要指标增速均达到或超过人

代会确定的目标和杭州市下达的任务，顺利

实现“半年红”。

骆安全说，今年以来，区政府紧紧围绕

“三化”战略，全面实施“十大创建”“十大重

点”“十大改革”，扎实推进科技城跨越赶超、

产业转型升级、城市建设、乡村建设等重点

工作，各项工作都按照时间节点要求，如期

或超额完成目标任务。下半年，区政府将认

真贯彻区委十四届九次全会精神，全力推动

经济发展、提升城市能级、建设美丽乡村、增

进民生福祉、推进平安建设、提高能力水平，

确保高质量实现“全年红”。

骆安全还向人大代表们通报了“利奇

马”台风抗灾救援和救灾重建相关工作。

李文钢在主持会议时说，今年以来，区

政府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决策部署

要求，按照区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确定的目

标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落

实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要求，全面推进各项工

作，经济运行量质齐升、重点工作亮点纷呈、

民生实事扎实推进，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良好态势。

李文钢说，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府两院”继续认真

对照人代会目标任务、民生实事项目和代表建议办理要求，

进一步高质量地推动落实各项工作。李文钢还代表区人大

常委会，向全区人大系统和各级人大代表提出，要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的重要指

示和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增强人大制度的自信。

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区委十四届九次全会精神，进一步增

强人大工作的自觉。要扎扎实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进一步增强人大岗位的自律。

会上，常务副区长俞琳波、副区长冯海宁，及相关部门

负责人，还就人大代表现场提出的老旧小区改造、实体经济

发展、生活垃圾分类、农饮水达标提标等经济社会热点问

题，一一作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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