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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在清凉峰镇杨溪村的村道上，

只见两边稻田碧绿一片，微风吹过卷起

千层稻浪，令人心醉。而亲手描绘这美

好田园风光的，就是该村的种粮大户、

退伍军人陈远景。

个子不高，皮肤黝黑，在田间顶着

烈日劳作的陈远景满头大汗，七八个帮

工跟他一起在田里忙碌着。“你看，我们

今年水稻的长势不错吧。”陈远景说，前

段时间天天下雨，天气转好了就要赶紧

预防病虫害，不然会影响今年的收成。

1978 年 11 月，陈远景应征入伍，

并于 1982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

部队服役期间，他表现突出，曾 5 次荣

获嘉奖。1983 年，退伍回家的陈远景先

后担任了村会计、文书、委员和党支部

书记，在工作中，陈远景思考得最多的

事便是如何带领乡亲们走上致富的道

路。2010 年，为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和

振兴乡村，国家出台了土地流转的新政

策，在村民的期盼中，陈远景流转了村

里的水田，挑起了发展现代化农业的重

担。

“刚开始我只流转土地 200 余亩，

很多种田能手看到我用机械化设备种

田，都觉得我撑不过第二年。”陈远景

说，虽然大家把田流转给了他，但刚开

始大家还是持着怀疑的态度，“但我心

里憋着一股气，一定要用实际成果证明

现代化农业是大有可为的。”

从那以后，陈远景就和他那几百亩

水田紧紧绑在了一起。他每天蹲守在田

地里，看着一颗颗幼苗就像看着自己的

孩子一样，生怕它们饿了病了。“你别看

丰收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但种田种地

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陈远景说他不

怕辛苦，但就怕田里的苗长得不好，有

时候晚上下大雨，即使是半夜里，他也

要起床去田里看一看。

当年，陈远景的农田就迎来了大丰

收。“到秋天粮食丰收的时候，大伙都开

始称赞我，说我是种田能手，我心里别

提有多高兴。”粮食丰收的同时，陈远景

也获得了村民们的信任，大家纷纷和他

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现在，村里 90%

的土地都流转到了他这里，种植面积有

500多亩。

“这些年在农业部门的帮助支持

下，我们种粮食用上了育苗机、插秧机、

收割机、无人机、烘干机等，产量逐年提

高，效益也越来越好。每年 10月份，村

里人就到我这里来领他们的那份粮食，

每一亩地能分到 500 斤粮食。”讲到这

里陈远景有些自豪。

如今，陈远景的久乐家庭农场有

员工 8 人，每年粮食产量达 70 余万

斤，不仅如此，他还先后建立起了清

凉峰镇育秧中心，烘干中心，形成了

完整的全机械化加工的农业产业链，

成为了昌西地区最大的农业经营企业，

他身上的重担真正成为了一副“金扁

担”。他也没有忘记带领乡亲们共同致

富的初衷，每年他的农场支付给农户

的土地流转款就高达 34万余元 （包括

稻谷），惠及农户 410 余户，成为了当

地致富的带头人。

陈远景的微信头像是一张他当兵

时的照片，身穿绿色军装，年轻帅气。

“我们当过兵的就是不怕苦不怕累，虽

然我 63 了，但我自己觉得我还能再干

几年。”陈远景说，现在最希望的就是有

懂技术爱农业年轻人能来乡村扎根，把

他身上的这副‘金扁担’接过去，能够振

兴家乡。

见习记者 楼宇 记者 汤君芳

脱下绿军装 挑起“金扁担”
———记清凉峰镇杨溪村种粮大户陈远景

致敬英雄
关爱老兵

通讯员 李亦农

本报讯 临安老年大学紧扣“重要

窗口”建设主题，牢固树立“两战两

赢”思想，为进一步宣扬广大老干部

在疫情防控、群防群治中的作用，特

联合江苏银行面向社会举办“凝心聚

力 共同抗疫”主题诗书画摄影作品

展，努力成为新时代展示老干部风采

的“重要窗口”。

疫情期间, 老同志们积极发挥专

长，精心创作了一大批诗词、书画、摄影

作品，积极宣传防疫知识，歌颂最美“逆

行者”，为夺取战“疫”全胜、建设“全面

小康”增彩添色、呐喊助威。

目前，百余幅精选作品已在江苏

银行面向社会展出，吸引了社会大众、

书画爱好者前来参观。接下来，这些

书画作品还将进村入社巡回展出。

“凝心聚力 共同抗疫”诗书画摄影展展出

记者蒋爽梅冰清见习记者凌亦雯陈宇鹏

本报讯 今年年初开始，在我区的

山间地头总是活跃着一群特殊的身影，

来自省第一地质大队的队员们身着迷

彩服、头戴安全帽，在地质灾害隐患点

进行风险排查。根据我省千名地质队员

“驻县进乡”行动统一部署，地质专家的

到来，进一步弥补了地方上专业技术力

量的短板，提升地质灾害动态防治能

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在太湖源镇众社村地质灾害隐患

点，前期的强降雨导致山体产生宽度

40 厘米、深度 70 厘米的裂缝。浙江省

第一地质大队地质调查院副院长吴春

晖介绍：目前来看这个地方山坡出现裂

缝，底下也有开裂的迹象，整体来说是

一个特征很明显的滑坡。从目前的情况

来看，整体的成因还是节理裂隙发育，

最近的雨季比较多，雨水沿着裂隙面下

渗，导致节理不断扩张，目前来看是一

个盐质的滑坡，大概方量在五百方左

右。

在山脚的村民王竹笙发现情况后，

第一时间向镇村干部反映，联系地质专

家赶到现场，这让他吃下了“定心丸”。

村民王竹笙说：那天上山一脚踏下去发

现地下沉很多，再看看里面都裂得很大

了。我就住在这个小房子这里，我也很

担心的。然后我就去找书记了。专家来

勘察后，当天晚上就让我搬出去。

吴春晖告诉记者，接到信息后，他

们第一时间安排队员进行航拍勘查，了

解滑坡的现状整体情况以及地形地貌

情况，通过无人机获得全面的影像资

料，了解到后缘山体没有变形破坏迹

象，之后连续三天进村勘测，查明滑坡

的规模、成因以及威胁对象，提出下步

的措施建议。鉴于滑坡体目前尚处于蠕

动变形阶段，建议乡镇即查即治，采用

应急排险措施排除隐患。乡镇立即行

动，当天对危险区进行了硬隔离，防止

人员进入。次日让周边住户进行搬离。

后续他们也会采用应急排险和工程治

理等方式处置地质灾害点，尽量把对老

百姓和林地、耕地的影响降到最低。

吴春晖说，目前我们对临安 6 个乡

镇开展了“1：2000”的精细化调查工作，

目前已经完成了大概有 4 个乡镇，主要

开展了对每个以斜坡单元为单位的开

展精细化调查，采取数据模拟的方法，

对边坡进行了评价和判断。目前太湖源

镇我们对 780 个边坡进行了调查，确定

了 120 多个风险的影响范围，可以为下

一步政府的地质灾害防治决策作出依

据。

地质专家“驻县进乡” 筑牢百姓“安全墙”

为进一步关爱抗战老兵，弘扬家国

情怀，由区民政局、区慈善总会主办，区
临网公益服务中心承办的“致敬英雄 关

爱老兵”活动近日举行。活动走访了太

阳镇和玲珑街道 5名抗战老兵，为他们

送上每人1000元关爱慰问金，鲜花一

束。临网义工志愿者还了解老兵需求，

建立老兵档案，根据需求开展义剪、义
诊、洗脚掏耳、家政等服务。

记者 金凯华 实习生 朱熠凡 摄

实习记者 汪未 记者 朱艳

本报讯 29 日下午，锦南街道卦畈社区“慧治理”基层治

理模式正式登场。

“慧治理”模式是卦畈社区因地制宜创新的基层治理方

式。“慧治理”以党建为轴，下设“家园有爱”驿站和小区驿站，

以及信息、服务、协调、楼栋、共建、志愿 6 个小分队，旨在增强

社区居民归属感，提升无物业小区自治水平。

“慧”体现在因地制宜，分不同的情况推进社区基层治理，

以党建为引领，运用线上线下不同的手段收集社区居民信息，

解决社区难点问题。目的是建立问题收集、办理、反馈等闭环

机制，真正做到让社区居民“话有地方说”、“理有地方评”、“事

有地方办”，有效打通城市基层治理“最后一米”。

根据“慧治理”制度，信息小分队与楼栋小分队需每月月

初收集、整理民情民意，提出任务清单，分类制定解决方案，并

按照分类分级的原则不同处理。对于一些日常问题与矛盾，一

月一办，由协调小分队成员以及相关人员等召开“交流会”及

时商讨、自我解决。对其中一些较为突出和较难解决的问题，

则通过每月 10日的“城市党建日”活动，由街道、社区共建单

位、联动单位集中协调落实。

锦南街道卦畈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更多的租客、房

东、商户企业、小区居民等新老卦畈人积极参与“慧治理”模式。将

以居民点单、“慧治理”模式下单、社区与外部联动单位接单的方

式解决社区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更好地为新老卦畈人服务。

“慧治理”登场
卦畈社区服务群众有新招

通讯员 李灵

本报讯 为积极推进电影院有序恢复营业，严格落实各项

疫情防控措施，杜绝消防安全隐患，确保观众观影安全，连日

来，区消防救援大队对辖区多家电影院开展复工复业、消防安

全专项检查，为各家影院把好安全关。

期间，检查组分别对杭州临安比高电影院有限公司、杭州临

安星空电影院有限公司等影院开展了消防安全检查。实地查看了

各影院是否切实做到消防安全巡查到位、应急处置到位等常态化

防控。检查中，检查组对各影院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是否畅通、应

急照明灯、灭火器等消防设备设施是否完好有效；消控室值班人

员是否在岗在位、持证上岗等情况进行了细致检查，还随机抽查

了电影院员工消防设施设备使用情况，并对各影院制定应急预案

等内容进行了督促指导，要求各影院务必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

落实落细各项疫情防控规定，加强消防安全巡视检查，坚决消除

各类消防安全隐患，为观众创造安全、放心的观影环境。

针对存在的问题和发现的隐患，检查组人员逐一提出整

改措施，并提醒电影院负责人要认真开展火灾隐患自查自改，

及时消除隐患；严格落实防火检查、巡查和值班制度，做好员

工返岗的消防安全培训，强化警示教育和防火宣传氛围，为消

防安全创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电影院停摆重启
临安消防“体检”助力恢复开放

记者 郑丽飞

本报讯 27 日晚上 10点左右，一只黇鹿因踩进村民竹林

地篱笆上的一根绳子，两只脚被套住，其中一只鹿角也被绳

索缠住，在挣扎过程中鹿角也受了伤。村民发现后，立即通知

村干部，随后齐心施救，将黇鹿放归大自然。

记者来到板桥镇桃源村枝路里一片竹林地里，看到村党总

支书记徐明良带领村民正在商量着如何施救受伤的黇鹿，黇鹿

躺在地上，后腿两只脚被绳索套牢，一只鹿角受伤在流血。

徐明良说：晚上 10 点钟，有村民打我电话，说发现了一

只鹿，至于是什么鹿不是很清楚，我第一时间带着村两委班

子成员，直接赶到现场。发现了受伤的黇鹿，徐明良第一时间

打电话给属地镇街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将鹿的照

片和视频发给当地森林派出所和当地农林局相关部门工作

人员，经工作人员初步鉴定，这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黇鹿。

为了防止黇鹿挣扎伤人，或者是受惊后自残，徐明良和

村民们商量，先由一人小心翼翼靠近，将套住鹿角的绳子割

断，然后几个村民按住四肢，随后合力将黇鹿抬出，对鹿角的

伤口进行包扎，随后放归大自然。

徐明良介绍，村里也经常宣传保护动物，村民通过宣传他

们意识越来越强，所以像这次发现以后，第一时间向村委报告，

大家也没去伤害它，想尽办法解救，解救了以后放归大自然。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黇鹿受伤
村民齐心施救

1.国家开放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
学）（招生截止 9月 12日）

高起专：会计学 行政管理 法学

电子商务 工商管理 建筑工程技术

建筑工程管理 旅游管理 数控技术

机电一体化技术 计算机信息管理

学前教育 药学；

专升本：会计学 行政管理 法学

工商管理。

学制 2.5 年。

★“一村一名大学生”项目：

高起专：农村行政管理 林业技术

学制 2.5 年 。

2.临安区退役士兵高等学历教育
退役一年之内的城镇自谋职业的

退役士兵和农村退役士兵，报读国家开

放（中央电大）大学，所有学杂费由政府

全额负担，专业层次同上。

3.大连理工大学（预计招生截止 8
月底）

专升本：水利水电工程 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化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道桥

方向）网络工程 船舶与海洋工程 机

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起重机械方向）工程管理

工商管理 公共事业管理 物流管理 建

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人力资源管理 金融学。

学制 2.5 年。

4.福建师范大学（预计招生截止 9
月中旬）

专升本：学前教育 小学教育 公共

事业管理 思想政治教育 体育教育 法

学 心理学旅游管理 财务管理 美术学

电子信息工程 软件工程 英语 汉语言

文学 行政管理 历史学 图书管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商管理 经济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物理学 化学 生物科

学 地理科学 金融学 社会体育指导与

管理 视觉传达与设计。

学制 2.5 年。

5.北京中医药大学（招生截止 9月
中旬）

中专起点专科：公共卫生管理。

学制 2.5 年。

专升本：护理学 中医学 中药学

针灸推拿学 公共事业管理 工商管

理。

学制 2.5 年。

中专起点本科：护理学 中药学

中医学 针灸推拿学。

学制 5年。

招生截止时间：（所有高校招生受

政策限制人满即止）

符合毕业要求的，颁发相应高校的

毕业证书，教育部电子注册，国家承认

学历。

达到授予学位标准的可获得学士

学位证书。简章备索。

咨询电话：电大招生办 63715520

63710080

13750883177（葛主任）

13868017373（黄老师）

13067836669（张老师）

报名学习地址：锦北街道临天路

2201 号（临天桥头老临中）

网址：www.latvu.net

2020年秋季临安电大招生信息
受政策控制：名额有限，报满即止！

电力服务热线：95598
电监会监督电话:12398停电通知 2020年 7月 31日

检修日期 时间 线路名称 停电范围

马啸村岭上,马啸村方家,马啸村

吕家,湖门村冷田边,临安市清凉

峰镇马啸股份经济合作社,湖门村

坑口,马啸村陈家塘,马啸村日升

马啸 V262线 121# 杆马啸吕家分线后段08:00-08：408月 5日

湖门村洪家
马啸 V262 线 121# 杆马啸吕家分线 21# 杆湖门

村洪家配变令克后段
08:00-11：408月 5日

白牛 2 号变
白牛 V455 线 64# 杆白牛 2 号变分线 8#

杆白牛 2#变下街线漏保后段线路
07:50-17：108月 4日

芦塘村配变

中胜村配变

新桥 V311 线 135# 杆芦塘分线 51# 杆芦

塘村配变低压 1000 线漏保后段

上营 V145 线 45# 杆带电作业搭头 上营

V145 线 44# 杆中胜村配变 1000 线、

4000 线漏保后段

08:20-17：10

12:50-17：10

8月 6日

8月 6日

化龙村[食品厂]公变

绿野清风小区 2#公变

浪口村[西华]公变

停化龙村[食品厂]公变低压总刀闸以后

停绿野清风小区 2#公变低压总刀闸以后

停杨西 V721 线西华分线 5#杆浪口村[西

华]公变令克以后

07:30-13:50

07:30-14:50

07:00-08:00

8 月 5日

8月 6日

8月 5日

取消

浪口村[西华]公变
停杨西 V721 线 1# 杆 7211 开关至 25#

杆 7213 开关间线路
08:30-12:008 月 5日

遗失公告
马雪琴遗失浙江省医疗收费

票据，发票号：0410117733，声明

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