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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春。连日来，我县各地开展

形式多样的迎新春活动，一道道

丰富多彩的“文化大餐”营造了

热闹喜庆的节日气氛。

在藻溪风情老街，提线木偶

戏、布袋戏、布龙舞、马灯舞等近

十项非遗项目沿街展示，有“体

验”、有“颜值”、有“味道”，“烟火

气”满满，让人目不暇接、流连忘

返。几十米一个站点，一段路一

场景观，游玩群众摩肩接踵，欢

声笑语在老街里环绕。人们踏

着古街青石板路，探寻市井年

味，儿时的记忆被悄然唤醒。

在矾山镇矾都广场，充满年

味的活动同样精彩纷呈，捣年

糕、拍兔娃、舞龙舞狮……浓厚

的节日氛围溢出屏幕，大家在人

流涌动之中，感受新春热闹繁华

的气息，体验优秀传统民俗文化

的魅力。

在钱库、莒溪、南宋及岱岭

畲族乡等地，“我们的村晚”活

动正热闹上演，为居民们献上

了一份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

文化大餐，一个个文化礼堂成

为浙江乡村新地标、农民群众

的精神家园。

坐拥畲乡，品味畲食，几杯

醇香米酒下肚，身着盛装的畲

乡姑娘们边舞边唱，一时间敬

酒歌四起。在岱岭畲族乡福掌

村文化礼堂广场上，小年夜长

桌宴席整齐铺展开来，200多人

共进佳宴。宴席上热情好客的

村民高唱着浓郁畲族风情的畲

歌，现场编织畲族鸳鸯带、彩带

情丝等献给客人，让活动现场

的喜庆氛围持续升温。“村晚”

舞台的新春文化盛宴随之展

开，在流露出乡村春节的浓浓

年味儿之余，也向观众展示一

个接地气、有喜气、年味浓、饱

含畲乡文化的特色乡村欢乐

年。在畲歌畲舞的表演中，观

众们深深感受到了畲乡文化。

在钱库镇岭脚村文化礼堂，

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演出

在越剧《春香传——爱歌》中拉

开帷幕。演员身着精致的戏服，

用婉转灵动的唱腔，细腻传神的

动作，将此经典剧目展现得惟妙

惟肖。演出结束后，掌声接连不

断，观众纷纷表示“来对了”。

在莒溪镇田寮村、莒溪村、

桥南村文化礼堂以及南宋镇南

宋村文化礼堂，动听的歌声、优

美的舞蹈等表演为现场观众带

来了一场视听盛宴。演员们精

湛的演出使在场群众掌声不断，

现场热情高涨、欢声笑语，处处

洋溢着喜悦和谐的欢乐氛围。

抡起榔头打年糕，春节未

到，年味已浓。摆起石墩子，蒸

上喷香饭，师傅捶打间，香气扑

鼻而来，师傅们相当卖力，小孩

们垂涎欲滴。腾腾的热气和吆

喝声夹杂在空气中，散发出越来

越浓的新年味道，俨然成了一道

热闹景象。

一大早，大渔镇渔岙村文化

礼堂就挤满了村民。工作人员

早已经起好锅灶，把磨好的米粉

用木桶蒸熟，30 多个村民轮番

上阵，在石臼里面用木槌敲打之

后，热气腾腾、香气扑鼻的年糕

就出来了，让人垂涎欲滴。年糕

捣制好后，参加活动的小朋友和

家长们纷纷围着桌子，将捣制好

的年糕放入模具里定型，制作成

元宝、鱼等寓意吉祥的形状。

吃年糕，年年高；吃炒米，甜

蜜蜜。在望里镇，做炒米也是过

年风俗之一。只见村里的师傅

先熬好糖，再加入去皮花生米、

米花、葱、桂花、芝麻等材料，用

特制的工具搅拌均匀，趁着热乎

劲，把拌好的炒米倒入正方形模

具中，用擀面杖压平，再用刀切

痕留印，一个好吃的冰糖炒米就

完成了。村民们趁着热气品尝

着炒米，酥脆口感，甜蜜的味道

在舌尖中流转。

近几日，灵溪、马站、宜山、

炎亭、莒溪、霞关、桥墩等地纷纷

开展“迎新春送福送春联”活

动。书法老师们挥墨泼毫，笔走

龙蛇，“迎新春江山锦绣，辞旧岁

事泰辉煌”“一帆风顺年年好，万

事如意步步高”“迎富贵祭四季

平安，接吉祥五福临门”…一幅

幅寓意吉祥的春联跃然纸上，村

民们拿到这些象征着美好、吉祥

的春联和写满祝福的福字格外

高兴，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为营造浓厚的春节年味，弘

扬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孩子们的

假期生活，望里、金乡、赤溪等地

纷纷开展儿童剪纸活动。

活动中，老师向孩子们普及了

春节的由来，守岁、剪窗花等春节

习俗，详细讲解了剪窗花的基本技

巧及注意事项，孩子们认真倾听、

细致制作。伴随着“咔嚓咔嚓”的

剪纸声，一幅幅精美的窗花呈现

在眼前，一个个充满年味的兔年挂

饰让人爱不释手。看着自己亲手

剪成的作品，孩子们自豪极了。

有体验 有颜值 有味道
看我县各地花式玩法迎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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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将近。“烟火气”正在回

归，餐馆也逐渐热闹起来。悠悠

万事，吃饭为大。感受年味儿，

当然也绕不开“吃”这个字。“年

年有余”是祖训，“光盘行动”是

新时尚，两者虽诞生于相隔遥远

的不同时代，却有着共同的精神

传承，那就是勤俭节约。

随着厉行节约的理念日益

深入人心，合理用餐已成为越来

越多消费者的行动自觉。同时

也应看到，餐饮浪费现象依然不

同程度存在着，特别是节日期间

更易反弹。全国人大常委会专

题调研组关于珍惜粮食、反对浪

费情况的调研报告显示，不包括

居民家庭饮食中的食物浪费，城

市餐饮每年食物浪费大致在340

亿斤至360亿斤。令人痛心的数

字背后，不科学的消费心理和消

费方式、精细化管理程度不够、

缺乏节俭意识等，则是主要原

因。对这些现实问题，我们必须

高度重视，在“光盘行动”中有针

对性地加以解决。

消费者无疑是“光盘行动”的

主力军。在绿色消费已成为新时

尚的今天，浪费粮食的做法只会

让自己的“落伍”暴露于大庭广众

之下。以“剩宴”为耻，以“光盘”

为荣，正在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我

们要通过积极宣传引导，努力推

动这一进程不断加速，让更多消

费者参与到“光盘行动”中来，自

觉做勤俭节约的践行者。

餐饮服务经营者同样是“光

盘行动”的重要力量。近期，在

中央文明办、商务部指导下，中

国饭店协会发布倡议书《饭店餐

饮企业宴会宴席反餐饮浪费指

南十八条》。无论法律条文、政

策措施还是行业规范，都为餐饮

行业加强经营行为管理、防止食

品浪费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

经营者应当诚信守法经营，在反

对餐饮浪费上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包括但不限于主动提示消费

者适量点餐、主动提供“小份菜”

服务等。政府职能部门要保持

有效监管态势，引导行业协会充

分发挥自律作用。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节日是亲友聚餐的好时机，也是

推进“光盘行动”的好时机。用

“光盘”守护节日的“烟火气”，让

节俭之风融入节日的仪式感，不

仅不会削弱节日喜庆祥和的氛

围，反而会让节日的精神文明意

涵更加厚重。共同营造文明和

谐、节约绿色的餐饮消费环境，

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既要抓

住节日，也要立足日常，这需要

久久为功，不懈努力。

“烟火”升腾勿忘“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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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240 余天紧张施工，

多年“断头路”——县城新区

祥和路日前顺利通车，将进

一步提升区域交通服务水

平，完善路网布局，有效缓解

周边居民出行及周边道路交

通压力。县城建中心将加快

道路、路网发展步伐，进一步

完善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改

善城市居住环境，推动区域

发展。 （新区）

新年添新路

本报讯（记者 金新新 肖云海）

日前，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邱智强到

灵溪镇走访慰问“温州好人”“苍南

好人”和市“特支计划”人才代表，并

向他们致以新春祝福。

邱智强先后走访慰问了“温州

好人”谢秉政、丁振干，“苍南好人”

吕信笑、梁艳、郭美丽。在县人民医

院，邱智强详细了解了丁振干等几

位“好人”代表的工作生活情况，为

他们送上“苍南农商银行·最美苍南

人”公益慰问金，对他们为苍南的医

疗事业和苍南精神文明建设做出的

贡献表示感谢。

随后，邱智强走访慰问了市“特

支计划”人文社科青年拔尖人才吴

志仲、市“特支计划”人文社科领军

人才王小珊。邱智强勉励他们要继

续发扬工匠精神，争取在各自工作

领域取得新突破，同时要积极发挥

“领头羊”的带动引领作用，为苍南

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据悉，近年来，我县大力推进

精神文明建设，在全县营造了崇

德向善、见贤思齐、德行天下的浓

厚氛围，共有 1人获全国道德模范

提名奖，5人获“中国好人”，1人获

浙江省道德模范，17人获“浙江好

人”，7 人获温州市道德模范，2 人

获温州市道德模范提名奖，73 人

获“温州好人”，340 人获“最美苍

南人”“苍南好人”。捐资设立的

“苍南农商银行·最美苍南人”公

益基金，近两年共帮扶慰问超过

15万元。

我县慰问市县“好人”及
市“特支计划”人才代表

弘扬先进典型
彰显榜样力量

本报讯（通讯员 林细线）日

前，苍南水务东部制水厂工程、苍南

县南部制水厂项目环评同一天通过

审批，为两个水厂尽快开工建设，让

群众早日喝上干净放心水创造了有

利条件。

长期以来，苍南县内供水厂

布局较为分散、规模小，小净水

厂 工 艺 落 后 ，出 水 水 质 没 有 保

证，且少部分偏远乡镇因地形原

因等无法纳入集中供水系统。东

部制水厂建成后一期净水规模为

12 万 m3/d，主供水水源为吴家园

水库、挺南水库和护法寺调节水

库，原水互保调度水库为桥墩水

库 ；供 水 范 围 为 金 乡 、钱 库 、宜

山、望里、炎亭、大渔等镇。南部

制水厂净水规模 4 万 m3/d，供水

主水源为珊溪水库，铁场水库、

十八孔水库以及云遮水库等作为

辅助水源；供水范围为马站、沿

浦、霞关、三澳核电站、马站景区

和绿能小镇等。两个制水厂同时

采用先进净水处理工艺，能有效

保证水质指标。

为确保两个制水厂能尽快通

过环评审批，市生态环境局苍南

分局开辟绿色通道，提前介入，指

定专人对接，在工程可行性研究

和初步设计阶段，即已从平面合

理布局、污染防治可行性、手续办

理等方面提出专业意见和建议，

帮助建设单位在项目前期解决关

键难点问题。

让群众早日
喝上“放心水”
我县东部南部两制水厂
项目获环评审批

““我们的村晚我们的村晚””
文化盛宴惠群众文化盛宴惠群众

““老传统新味道老传统新味道””
感受舌尖上的苍南感受舌尖上的苍南

无无““联联””不成春不成春
浓墨书香品年味浓墨书香品年味

巧手剪窗花巧手剪窗花
时代新风进万家时代新风进万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