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方晓璐） 10 月 25
日，2018 年开化县离退休干部培训班在
县委党校开班。

围绕“发挥离退休干部的示范引领
作用”这一主题，从贯彻新思想、旗帜鲜
明讲政治， 践行新要求、 持之以恒抓党
建，围绕新使命、激发内心正能量等方面
进行了深入阐述。 希望离退休干部要在
“讲政治”上走在前列，切实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给年轻一代做好
榜样； 党支部书记要带着深厚的感情和
责任做好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 不断加
强党组织建设和党支部骨干队伍建设。
同时也希望广大老干部能继续关心开化
的发展， 不断为绿色发展各项事业注入
强大正能量，为建设“好地方”作出应有
贡献。

此次培训班为期两天，期间，老干部
们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 国际国内形势等课程进行全面系
统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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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徐翠颖） 近日，笔
者从首届中国发展规划研讨会上了解
到， 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学术委员会
副主任、 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原常务副主
任刘亭在会上作了《地方中长期发展规
划的探索与创新———以浙江开化县为
例》报告，我县“多规合一”试点成果在研
讨会上亮相。

本次研讨会以“规划与中国发展”为
主题，由清华大学主办，来自国内外规划
领域的专家学者和高校师生等 400 余人
参加，回顾了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发展
规划的实践经验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
推动作用。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院长
杨伟民在作《改革规划体制，更好发挥规
划的作用》主旨演讲时也涉及了我县“多
规合一”试点成果部分内容。

本报讯 （通讯员 刘志
科 姚门英 余渊） 近日，杨
林镇霞光村村道两旁的景观
围墙正在抓紧施工， 村支书
廖孝忠忙着在现场“督工”。
“通过干群努力，原先村道两
旁杂乱超高的围墙全部拆除
重建， 统一制作的风格统一
的仿古青砖墙， 绵延村道
1500米， 农村风貌大幅度改
善。 ”

自今年 4 月以来， 杨林
镇以农村建房管控及风貌提
升管理为导向，乘势推进“一
户多宅”整治工作。 通过两轮

专项摸排和攻坚工作， 全镇
共摸排“一户多宅”主房 227
宗，占地面积 25502㎡，其中
拆除 154 宗， 收储调剂 55
宗；附房摸排 522 宗，占地面
积 12760㎡， 其中整治 482
宗，围墙整治 43 座，目前已
经全面进入扫尾阶段。

自我加压，永不停步。 杨
林镇坚持“一户多宅”应拆则
拆， 并以农房风貌提升为导
向，彻底清除村庄的“破落”
建筑，进一步美化村庄环境，
节约土地资源， 腾出发展空
间，真正让老百姓感受到“一

户多宅”整治的成效。
东坑口村为了消除脏乱

差的源头， 以庭院建设为突
破口， 镇机关干部与农户结
对，担任设计师，开启了一场
创作之旅。 在庭院打造过程
中， 他们结合实际进行设计，
通过种植果蔬及各式鲜花来
增添色彩美化庭院，并通过废
物利用、旧物改造等来增添农
趣特色，别出心裁地营造创建
农趣庭院的良好氛围。

在前不久举办的农趣庭
院建设大比拼中， 全镇共有
70多户农户参赛， 采取以奖

代补发动创建，一、二、三等
奖庭院分别奖励 3000 元、
2000元、1000元。 目前，东坑
口村、 霞光村成为全县农趣
庭院创建的样板村。

“农房风貌管控，最终的
目的就是让百姓受益。 ”杨林
镇副镇长林谋峰介绍， 下一
步，杨林镇将盘活拆除后的空
间，多用途、多渠道地还利于
民，按照“宜耕则耕、宜建则
建、宜绿则绿”的原则，坚持拆
管并重，继续做好后续管理工
作，让老百姓真真切切地感受
到焕然一新的面貌。

记者 汪宇露

芹阳办事处十里铺村是
个典型的城郊村。 站在村口
远远望去，这里山环水绕，村
净景美，特色民居错落有致。
正如十里铺村歌描述的：“绿
茶铺满春天的山谷， 青苗铺
出春天的道路，十里铺，十里
铺，铺就新遐想，铺就新宏图
……”

不远处的文化礼堂内，
不时传来孩子们的嬉闹声和
老人们的欢声笑语。 村干部
们说， 这是对他们工作最好
的褒奖。

孕育文明乡风
十里铺村文化礼堂由原

先的大会堂改造而成， 是集
礼堂、 讲堂和娱乐场所于一
体的全开放式格局。 村中建
有高标准名茶基地 200 余

亩，为了展示茶文化，在文化
礼堂外墙两侧， 悬挂着大型
的茶主题展板， 而穿过茶壶
形状的大门后， 便来到了文
化礼堂内部。

利用古祠堂优势， 村里
在文化礼堂内划分出文化礼
堂展板、 文化舞台、 农家书
院、活动场所等板块，并开设
“文化大讲堂”， 为村民代表
大会、文化下乡、文化走亲、
文明实践及大型活动提供了
良好的场所。

“2016年以前，因为场地
限制， 村里几乎没有集体活
动， 村民们红白喜事也得挑
晴天才能在露天空地进行。 ”
十里铺村会计郑根朝回忆
说，但自从有了文化礼堂，这
一切可就方便多了。 同时，为
了引导乡风文明、 树立文明
新风，村里利用“一约三规”，

即村规民约和红白理事会、
乡风评议会、村民理事会，并
借助文化礼堂这个宣传阵
地， 培育村民健康文明的生
活方式。

促进文化交融
十里铺村共有 369 户

1091 人。其中，85%是新安江
移民。 这些“新十里铺人”的
加入， 带来了新安江的传统
文化和习俗， 在与当地文化
的交融中， 得到了进一步丰
富和发展。

今年 2 月， 在文化礼堂
内，一场热热闹闹的“村晚”
正在上演。 期间，一台精心准
备的越剧点燃了节日气氛。
在当晚这个节目中， 新老十
里铺人联手上阵， 展现了一
场精美绝伦的文化大餐。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
俗。 ”十里铺的移民文化，被

一一展示在文化礼堂内墙的
展板上。 除了文艺表演，还有
千百年来形成的饮食文化上
的差异。 每逢过年过节，米
羹、 油粿会被摆上十里铺人
的餐桌， 这无一不是从新安
江带过来的民俗传统。

“文化礼堂前，是一块大
面积的文化广场， 村里打算
对其进行扩建提升， 完善文
化礼堂的整体配备。 ”村党支
部书记程根华介绍， 再加上
不远处的家风家训文化长
廊， 相信这个四星级文化礼
堂一定会成为村中一道独特
的风景。

传承文脉，留住乡愁，这
一座小小的文化礼堂， 俨然
成为十里铺村的文化地标，
成为十里铺人的精神家园。

本报讯（通讯员 胡小兵） 10 月 23
日傍晚， 国网开化县供电公司员工王益
民夫妇外出散步， 途经华埠镇金星村附
近时， 发现前方的路边有一团黑乎乎的
东西在使劲扑腾，走近一看，是一只受伤
的大鸟正在地上拼命挣扎。

这是一只成年的猫头鹰， 热心的夫
妇俩将受伤的猫头鹰带回家中， 喂了些
新鲜的猪肉。这时，闻讯赶来看热闹的邻
居把家中围得水泄不通，有的说，这么漂
亮的猫头鹰，自己养起来吧。 有的说，这
么大的猫头鹰在市场上可以卖到四、五
千元呢。王益民夫妇丝毫不为所动，立即
拨打县森林公安的电话请求帮助。

“体形这么大， 品像这么好的猫头
鹰，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 ”县森林公安
民警说，目前，他们已经将送这只珍贵的
猫头鹰送到衢州动物医院救治，治愈后，
将放飞回归大自然。

杨林镇农房风貌管控让村民受惠

本报讯（记者 徐梦雨）
10 月 23日，记者从华埠镇龙
太村获悉了村中爱心人士为
60 多岁的低保户郑善龙捐
款，安装冲水马桶的事迹。

原来，几天前的夜晚，郑
善龙在老式旱厕上厕所时不
小心掉进了厕所， 幸好被邻
居严永良及时发现， 并叫上
旁人帮忙救助。

近年来， 我县“厕所革

命”如火如荼，龙太村也陆续
拆除了老式旱厕， 新建了干
净安全的公用厕所， 但有些
村民家离公用厕所较远，家
里也未安装马桶。 郑善龙家
便是其中一户，他家境贫寒，
身体较差， 严永良便呼吁村
中爱心人士为其捐款， 目前
已筹得资金 3000余元。 严永
良用筹得的款项为他买了油
盐米酱， 后续还将为他家中

安装冲水马桶，对此，郑善龙
十分感激。

“旱厕脏乱差，如厕捂口
鼻”，这是以前我县农村比比
皆是的景象。 为彻底改变脏
乱差的现象， 我县发动镇村
干部和广大群众，开展“大干
三个月， 环境大提升”“攻坚
一百天誓创示范县” 专项行
动，以行政村为单位，对全县
村庄进行全面摸排整治，拆

除了农村旱厕和露天厕所。
同时， 还通过以奖代补的形
式激励乡村全力推进公厕新
建、改建工作，也彻底改变了
农民“嘴叼香烟、坐蹲粪缸、
臭熏村庄”的千年陋习，减少
了农村的安全隐患， 增强了
农民的卫生意识， 提升了农
民的生活质量， 打造了新农
村面貌。

华埠镇龙太村村民为一低保户家中安装马桶

孕育乡风文明 促进文化交融

盘活存量建设用地 助推乡村产业振兴 开化“多规合一”元素
现身首届中国发展
规划研讨会

供电员工路拾猫头鹰
森林警察接力救助

马金镇徐塘村后山自然村朱施迪遗失
残疾证，身份证号：330824199907155927。
声明作废。

马金镇霞田村宁沈芬遗失残疾证，身
份证号：330824197306306225。声明作废。

10 月 26 日， 记者在马
金、中村、村头、大溪边等地看
到，勤劳的村民们忙碌在自家
农田里移苗、间苗，正用心种
植着油菜苗。

油菜是我县冬季种植的
主要作物，种植面积常年稳定
在 10多万亩， 眼下油菜已基
本播种完成， 少量将持续到
11 月上旬。

记者 胡萍
通讯员 姜学红 摄

我我县县 1100多多万万亩亩油油菜菜播播种种

芹阳办事处十里铺村文化礼堂：

2018年县离退休
干部培训班开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