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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攻坚大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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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不断改善提升县
城人居环境，进一步深化城中村、
居住小区环境整治工作，全力争
创省级示范文明县城，5月中旬，
县文明办在县城开展了城中村、
居住小区环境寻脏查乱考核，3
个村和 3个小区因卫生状况较
差，分别被评为本月县城最脏城
中村和最脏居住小区（见下表）。

本次考评主要围绕城中村

和居住小区的环境卫生清洁程
度、环卫基础设施维护情况进行
考核，共抽查了 13个城中村、30
个居住小区。希望有关街道和
部门高度重视县城环境整治工
作，建立健全城中村和居住小区
长效保洁机制，对最脏城中村和
居住小区组织开展大整治活动，
全面清理卫生死角，抓好整改提
升工作。 本记

街道

最脏
城中村

最脏
居住小区

南城街道

东城街道

南城街道

南城街道

北城街道

北城街道

村（小区）

西前村

浦东村

龙翔村

城西新村

鹅浦景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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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份县城最脏城中村、居住小区评选结果揭晓

3城中村3小区
被评为“最脏”

本报讯“雄奇险峻石桅岩，
云缭雾绕美翻天。”昨天，我县石
桅岩景区入选《人民网》图说中
国主页大图，受到全国网民朋友
关注并留言好评。记者看到，网
民“花影飞莺”、“风雅竹溪”等纷
纷发表留言，对石桅岩景区的美
丽赞不绝口，还有很多网友表
示，该景区“雄、奇、险、秀、幽、
奥”诸字皆备，十分美丽。

石桅岩景区，位于楠溪江风
景名胜区东北部，东与北雁荡山
毗邻，总面积86平方公里，沿仙
清公路至渡头分道，依鹤盛溪东
行，即进入该景区。景区主要景
群有：小三峡、石桅岩、下岙水库
游乐区三处，长约8公里的小三
峡集峭壁危岩、奇峰险陕、急流
深潭、沙滩草地于一体，景色清
幽迷人。

石桅岩在鹤盛镇下岙村北
约 500米处的峡谷中拔地而起，

其造型独特，姿态雄奇，因形似
船桅，故名石桅岩。其相对高度
306米，通体皆石，呈浅红色，岩
顶如并蒂莲蕾，比肩而耸，有“浙
南天柱”之誉。石桅岩四围山势
险峻，清晨，云雾如潮，淹没群
山，唯石桅岩峰顶在云雾之上，
如航船上的桅杆。

据了解，楠溪江风景名胜区
面积 671平方公里，其中 5A级
景区创建区面积为 11.6平方公
里，以石桅岩为核心，沿楠溪江
鹤盛溪往南至狮子岩区域，包括
苍坡古村和楠溪江漂流精华流
域。今年，我县 5A创建工作工
程建设快速推进，石桅岩游客服
务中心已完成主楼结顶，石桅岩
环山游步道 I、II标段，石桅岩 1
号、4号配变电工程顺利完成，
石桅岩景区智慧旅游通电工程
也已完成90%。

记者范海国

《人民网》主页大图聚焦石桅岩
受到全国网民朋友关注并留言好评

本报讯 记者昨天获悉，为
全方位展示茗岙梯田风光与农
耕文化，促进农旅融合发展，提
升楠溪江旅游品牌形象，推进永
嘉全域旅游发展，中国楠溪江·
第四届茗岙梯田开犁节活动将
于 5月 30日至 6月 1日在茗岙梯
田景区举行。

此次开犁节活动内容主要
有 2019“乡村振兴、美丽茗
岙”摄影大赛作品征集、梯田
趣味竞技、“我在茗岙开犁
节”抖音比赛、梯田摄影点打
卡报到有奖活动、“我为茗岙

梯田点个赞”有奖活动、“百家
宴”活动、“品美食”活动、农副产
品展销活动、田园诗朗诵会、非
遗节目表演、戏曲演出、星光露
营等十几个节目。

近年来，茗岙独特的地理环
境造就了极富魅力的农耕民俗，
开犁节就是其中之一。每到芒
种时节，农田里便开始了一年的
忙碌，开犁、插秧、投放鱼苗……
从 2013年第一届开犁节到 2018
年，通过原生态的农村生活场景
实景演出、田间赛事、传统斗
牛、百家宴等方式，每年吸引
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摄影爱
好者上万余人，带动经济的同
时，知名度也呈上升态势，充
分展现了农家原生态农村生活
场景和劳动场面，见证了一场盛
大的农事节。

此外，茗岙梯田文化丰富了
楠溪江旅游文化资源和内涵。今
后，茗岙将结合西部生态休闲产
业带建设，进一步加大对梯田资
源和耕读文化的挖掘利用，努力
把茗岙梯田打造成为一个集摄影
创作、生态观光、休闲度假于一体
的楠溪江特色景点，加快把我县

打造成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和国
家5A级景区。

据悉，此次活动由县政府主
办，县农业农村局、县文化和广

电旅游体育局、市楠溪江风景
旅游经济发展中心、茗岙乡政
府承办。活动以“仙境茗岙·摄
影天堂”为主题，以茗岙万亩

梯田为媒，以盛大农事活动为
介，重现茗岙人民古老的开犁仪
式，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记者吴南杰

仙境茗岙 摄影天堂 第四届茗岙梯田开犁节活动将于5月30日至6月1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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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下午，南城街
道西后村城中村改造项目最后
一处房屋通过腾空验收并贴上
封条，标志着西后村城中村改
造项目完成100%腾空。

是日下午2时，记者在该村
城中村改造项目现场看到，电
力施工人员正在剪除电缆线，
部分住户正加快速度搬运最后
的物品。攻坚组成员在沿街查
看，确认住户最后情况。据了
解，西后村共涉及住户 253户，
总建筑面积 6.3万平方米，占地

82亩。5月份以来，南城街道上
下全面进入最后攻坚阶段，采
取综合施策强势推进腾空进
度，村党员干部带头腾，机关企
事业干部率先腾，营造浓厚的
腾空氛围，带领全村住户有序
腾空。

据南城街道办事处副主
任、下塘片城中村改造组长孙
苗介绍，争取在 5 月底完成拆
除，6月底完成地上建筑物清理
及平整，加快场地清零工作，保
障土地具备出让条件。同时，
结合村民购房情况深化小区建
筑方案规划设计，加快完善高
要求的周边配套设施，让村民
早日享受到高端住宅、优质教
育、便民医疗、繁荣商业、便捷
交通，彻底改变县城“南大门”
形象。 记者谷亨飞

县城“南大门”
形象将彻底改变
南城街道西后村城中村改造项目昨实现
100%腾空

“五个一”工程打造
“五治”平安基层村
我县印发《党建统领“五个一”基层社会治理
创新工程实施方案》

因为有爱 所以幸福
——访浙江省最美家庭胡陈春一家

近日，全国妇联揭晓了2019
年度全国“最美家庭”，我县岩坦
镇小舟垟村李永珠家庭入选。
去年，岩坦镇小舟垟村实现了从

“千里孤坟生荆刺”到“绿水青山
带笑颜”的华丽蝶变，离不开他
们一家人的付出与汗水。

主动请缨登记信息

今年 73岁的李永珠是一个
闲不下来的热心人，每天都要在
村里转上好几圈，帮助邻里解决
问题。他和妻子郑秀兰育有6位
子女，一家人其乐融融。

去年 6月初，小舟垟村门前
山坟墓生态化改造工程正式启
动，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 100余
座私坟墓主信息的登记工作。
在农村，动坟是忌讳事，更何况
动私坟还是一件得罪人的事。
就在此时，李永珠老人挺身而
出，主动请缨，毅然接过了这个
重担。自此，他算是和这座坟山

“杠上了”。
李永珠平日里便热心村集

体建设，在村中威望很高。“门前
的这个坟山，我比较熟悉。我就
负责把一个人的生平事迹抄下
来，这个人什么时候生，什么时
候死，生了几个子女，族谱上都
有写的，在谱上翻出来后，我再
抄写下来。”李永珠说。

“门前山占地500余亩，零散
的私坟众多，信息登记的工作量
很大。”李永珠告诉记者，他和另
一位搭档李永满每天早起，风雨
无阻，拿着砍柴刀，到山上对每
座坟进行排摸，不放过任何一个
细节和信息，全部记录下来。

每天晚上，李永珠还带着本
子，不畏酷暑，挨家挨户走访宣
传，对墓主的信息进行校对，耐
心讲解生态墓的好处。遇上不
清楚信息的，两位老人一次次联
系墓主的亲人，反复确认后，再
详细记录。他们细致的工作，让
每一座坟墓都有了详细的记录。

锅碗瓢盆都被砸了

妻子郑秀兰原本并不支持

丈夫做这种别人眼里吃力不讨
好的事，但看到他为记录墓主生
平所付出的辛劳后又于心不忍，
终究拗不过丈夫的坚持和倔强，
私下偷偷帮忙做邻里朋友的思
想工作，帮丈夫排忧解难。

“有些邻里思想工作没做通
的，我也帮助他，把这些人的思
想工作做通，为他减少烦恼，共
同承担责任。我们老人吃点亏
没关系，老人就应该做好人，帮
助村里做好事。”郑秀兰说。

在李永珠的工作过程中，有
的村民不理解私坟改造，与他

“唱反调”，在电话里对他破口大
骂，甚至还砸了他家的碗筷家具
等，但这并没有使他和家人放
弃。“当时有一位墓主的女儿不
清楚状况，从外地赶回来，来家
里捣乱，把我们家的东西全砸
了，我感觉又心疼又心寒。”郑秀
兰说。经过调解后，墓主的女儿
对生态化改造工作表示理解，也
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李
永珠则表示，自己吃亏不算什么

损失，并未深究。
李永珠夫妇俩的艰辛，其

他人都看在眼里，也深受鼓
舞。岩坦镇小舟垟村原驻村干
部缪纳维说，李永珠全家都非
常支持生态墓改造，每天中午
的时候，会给镇政府工作人员
提供一个落脚的地方，郑阿姨
还会准备解暑的食品。他们全
家的友善和热心，让生态墓改
造工程推进很顺利。

实现坟山完美蝶变

在李永珠一家人共同努力下，
只花了短短一周时间，就说服了
50多户人家，村民们也慢慢理解
和接受了生态墓。“李永珠一家
人的责任心都很强，那么热的天
气他也愿意上山，把每一个坟都
弄清楚。通过他的思想工作，大
家全部签字同意，没有任何意
见。”邻居李中金告诉记者，以前
大家都觉得坟山很可怕，现在生
态墓改造好了，每天晚上村民们
都去公园转一圈，也有了休息玩

耍的去处。
目前，小舟垟村 141处私坟

全部改造完成。以前只有清明
才有人祭扫逝者的坟山，如今成
了每天都有很多人休闲嬉戏的
游乐园，荒芜的坟山摇身一变，
成了远近闻名的生态墓改造示
范点。

李永珠一家人，从不轻言放
弃，以实际行动为他人树立了移
风易俗新榜样。他们的不懈付
出和辛勤劳动推进了小舟垟村
门前山坟墓的生态化改造，也让
节俭、绿色、环保的殡葬理念深
入人心。

据悉，下一步，岩坦镇计
划充分发挥小舟垟村门前山的
示范效应，由点及线，继续进
行生态坟墓改造工程。“目前
的计划是对镇区域内的其他坟
墓进行改造，并将李永珠全家
作为一个示范先例，鼓励群众
积极参与到生态墓改造项目中
来。”缪纳维说。

记者李伊曼郑璐璐谷周乐

推动“绿水青山带笑颜”的华丽蝶变
——记2019年度全国最美家庭岩坦镇小舟垟垟村李永珠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