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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滞销，
今年短短 1 个月时间，
鹤山村桃形李销售一空，
为村集
体带来约 12 万元经营性收入，
比去年同期增加 3 万元……

凤阳乡鹤山共富委为民实干促共富
记者 林明明
“1 万余公斤桃形李，短短
一个多月全部售罄，为村集体带
来约 12 万元的经营性收入。”凤
阳乡鹤山村共富委成员自豪地
表示。
鹤山村位于凤阳畲族乡鹤
顶山东南部，全村面积 4.2 平方
公里，下辖 10 个自然村。7 月 14
日，凤阳畲族乡鹤山村共富委正
式成立，而他们的第一个挑战，
便是如何以最快速度销售当季
水果桃形李，
实现村集体增收。
桃形李是鹤山村在 2013 年
引进的特色农业种植产业，因果
形似桃，
皮色似李，
食之兼有桃李
之风味，在市场上广受好评。经
过8年多的精心培育，
该村已形成
约 60 亩的桃形李基地，
今年产量
达到 1 万余公斤。7 月份正值桃
形李成熟季节，考虑到水果的最
佳口感、保质期、采收期、产量等
综合因素，
制定出一个详细、
可操

作性强的销售计划成了最紧急的
任务。共富委成立当天，全体成
员立即召开会议展开“头脑风
暴”
，
在宣传、
推广、
运输等多个环
节发力解决销售难题，让个大味
甜的桃形李以最快速度变现。
“我提议通过线上平台提前
宣传销售信息。”
“ 我去洽谈合
作，让桃形李加入特色团购套餐
……”经过深入研讨，共富委各
成员结合个人情况认领任务，正
式开始此次助农销售活动。在
宣传方面，通过助农直播、微信
公众号以及
“看苍南”
APP 等线上
平台提前预热、不间断宣传相关
信息，打开鹤山桃形李的销售渠
道，
并借力“趣 07”
星光文旅市集
平台，设销售摊位，以多种方式
增进大家对桃形李的了解。同
时，通过与“杜鹃花海”星空露营
基地洽谈合作，推出“星空露营+
桃形李采摘”特色套餐优惠活
动，并由共富委成员带领党员志
愿者接待游客，指引来村路线，

提供带路、采摘等服务，不断激
发农旅融合新的经济增长点。
桃形李运输问题如何解
决？在一个多月的销售期里，共
富委成员钟显销“全职”入驻桃
形李基地承担管理、采摘、打包、
发送等工作，当遇到数量较大的
乡外订单，他需要对接联系专车
送货上门；当遇到数量较小的本
地订单，便动员共富委成员以及
全乡干部，让桃形李搭上顺风车
完成订单。为了能让桃形李更
快完成销售，共富委成员还积极
发动“身边人”，展开点对点式推
销，广泛发动全乡干部，积极通
过朋友圈、微信群等途径发布桃
形李售卖信息，
“口碑式”传播的
方式进一步加快了销售速度，风
味独特的桃形李也让购买者纷
纷给出了“鹤山的桃形李个大、

爽脆、味甜有回甘”
“明年必须提
早预订”等好评，为来年的销售
打下坚实的市场基础。
经过共富委“助农团”的努
力，在去年滞销的情况下，今年
短短 1 个多月时间，鹤山村的桃
形李全部售罄，为村集体带来约
12 万元的经营性收入，比去年
同期增加 3 万元。共富委成立
后，不断推动工作重心下移、人
员力量下沉、资源保障下倾，帮
助村社解决实际问题，打通基层
治理“最后一公里”。在共富委
基层改革成果之下，鹤山共富委
将坚定目标、迈开步伐，深入挖
掘畲族元素、地域特色、自然禀
赋，进一步打响鹤山桃形李品
牌，擦亮“杜鹃花海”景区金名
片，挖掘更多农旅融合项目推动
畲乡实现共同富裕。

喜迎二十大
共富看苍南

桥墩以
“产业美”
带动“全域美”

兴了产业 美了乡村 富了群众
通讯员 王仁义
近年来，桥墩镇围绕“浙南
闽东生态文旅经济强镇”目标
定位，积极探索实施镇村一体、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持续推
进美丽城镇“产业美”，奋力书
写美丽桥墩的“小镇故事”
。
桥墩镇因独特的地理和自
然优势，发展出茶叶、毛竹、马
蹄笋等七个万亩农业基地。以
特色的种植农业，打造出农业
产业发展新高地。八亩后村、
南山头村、柘垟村的茶叶和黄
栀子产业，腾垟的竹产业，桥墩
的杨梅等水果产业以及黄坛槟
榔芋等逐渐规模化、产业化。
借助优越的自然生态资源，着
眼于小项目、小细节，精雕细琢
打磨提升民宿、农家乐内外“颜
值”，逐步走上品质化发展道
路，促使农民增收致富，助推乡
村振兴。
紧盯卤制品行业这一优
势，探索特色产业带动城镇居
民共富新路径。针对桥墩传
统食品行业的优化提升和扶
持壮大，桥墩镇通过成立行业
协会、土地政策优惠帮扶、加

优化培养链条
拓宽成才路径
本报讯（组工）为更好了解掌握
乡镇年轻干部的思想动态和工作情
况，推动年轻干部交流展示，助力年轻
干部成长成才，日前，我县召开“与苍
南·共成长”年轻干部工作分享会。县
委常委、组织部长夏晓静参加会议。
会上，9 名乡镇科级年轻干部代
表以“三件最满意的工作、一件最不满
意的工作”为主题，通过 PPT 形式进行
交流展示。3 名乡镇科级年轻干部作
了即兴分享，大家既谈青春梦想，也谈
酸甜苦辣；既谈担当作为，也谈缺点不
足；既谈群众的冷暖，也谈理解信任，
现场氛围热烈，亮点纷呈，展现了年轻
干部激情无限的活力、扎根基层的定
力和斗志昂扬的生力。
夏晓静希望年轻干部以德为基，
做一个有操守的人，牢记“忠”
“ 诚”
“律”
，
做到忠于党、
忠于党的事业，
诚以
待人、
诚以对己，
以法纪律己、
以公德律
己；
以学为先，
做一个有追求的人，
不懂
就学，不会就练，着力锻炼自己独立思
考的能力，积极主动实践，在实践中积
累经验、
获取新知；
以干为要，
做一个有
作为的人，本职工作要出色出彩，中心
工作大干快上，群众工作要用心用情，
在拼搏的青春中成就事业华章。

游戏《羊了个羊》
上头容易下车难

大技改投入、规划小微园等措
施，进一步增强区域品牌凝聚
力和影响力，促进桥墩特色旅
游食品加工业健康发展。组
建月饼行业联合党支部，强化
行业协会作用，整合本地各大
月饼企业与家庭作坊，统一标
准、形成合作、建设基地，将小
牌坊聚成大品牌，助推“桥墩
月饼”品牌做大做强。建设生

猪养殖基地-五凤绿色生态生
猪养殖示范项目、大型草地游
乐场-鹰之乐生态休闲滑草
场，助推低收入农户增收致富
同时，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
乡村振兴。
深挖人文根脉优势，拓展
产业发展新路径，让红色文化
绵延传承、滋养人心。碗窑古
村是融民居、古陶瓷生产线、古

庙古戏台于一体，至今仍完整
保留着商品经济萌芽时期以手
工业工场为中心的古老村落形
态 ，是 一 活 生 生 的 历 史 博 物
馆。五凤厚重的红色文化底
蕴，值得每一个人仔细了解、认
真回味。为更好地讲述五岱山
的革命活动历史，桥墩镇在南
山头村挖掘建设了一系列红色
旅游资源，
大力发展红色旅游。

节假日尽量减少离温及跨省出行
（上接 1 版）确需举办的，要制
定疫情防控方案并严格落实
备案制度。原则上不举办全
国性的大型展会会议，不邀请
涉疫地市人员参加展会会议，
确需举办和邀请参加的需实
行提级备案。同时，提倡红事
缓 办 、白 事 简 办 ，超 过 50 人 以
上 的 须 向 属 地 社 区（村）居 委

我县举办
“与苍南·共成长”
年轻干部工作分享会

会备案。
倡导从简举办婚丧嫁娶，举
办红白喜事的重点场所须核验
24 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在餐
饮酒店、红白喜事等场所内举办
含十桌以上的独立空间（宴会
厅、包厢等），承办酒店或临时搭
建场所的主办方须申请临时“场
所码”
，
并严格落实进场扫码。

积极接种疫苗
接种新冠疫苗是预防新冠
肺炎传播的最经济、最有效的措
施，也是每一位公民应尽的义务
和责任，请 18 周岁以上人群，完
成全程接种满 6 个月后尽快接
种加强针。60 周岁以上人群尽
快完成全程接种。携手共筑全

民免疫屏障。
请市民朋友们自觉落实个人
防护责任，
坚持科学佩戴口罩、
勤
洗手、常通风、少聚集、保持安全
社交距离等良好个人卫生习惯。
如出现发热、
干咳、
乏力等不适症
状，需立即佩戴口罩到就近发热
门诊配合就诊，不得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
并如实告知旅居史。

□张萍
最近，一款号称通关率不到 0.1%
的消除小游戏《羊了个羊》火了，以致
于 9 月 19 日上午，公安部治安管理局
官方微博都发布提醒，
“ 羊了个羊”游
戏爆火，谨防有人冒充客服实施“销售
道具、
复活次数”
等电信诈骗。
有人会说，
游戏嘛，
无伤大雅。但当
游戏反客为主，
占据生活甚至干扰生活
的时候，
事情就不简单了。玩到20多遍
的时候，
我决定抽身。一方面是感受到
低级沉迷感和失控感，
另一方面是游戏
设计者设置的
“复活”
机制，
需要玩家花
大量时间看广告。根据某位博主测算，
平均玩100局需要看150分钟广告，
你玩
1000局时看广告的时间则为25个小时。
全民“边骂边玩”的《羊了个羊》，
某种程度上让大众切身感受了游戏防
沉迷的必要性。很多网友感叹，原来
沉迷游戏比想象的容易。
“ 羊”或许只
能火一阵子，但大型网游创造的迷幻
之梦却只会越来越精致，越来越有吸
引力。对心智发育尚未成熟的青少年
来说，
外力的干预，
绝不是可有可无。
9 月 16 日，浙江发布了在依法管
网治网领域形成的具有浙江辨识度的
“十项成果”，开发“未成年人网络游戏
防沉迷”应用摆在了第一位。强大数
字技术的增援，为防沉迷提供了有力
的工具，是重要的手段。必须意识到，
“上头”容易“下车”难，与人的天性对
峙，抵御“奶头乐”的快乐“中毒”是一
项意义深远的社会课题。

今 日 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