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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吴静）

投入40万元，提升改造食堂、
卫生间、休息室，新增了600多平
方米活动空间和滑梯、沙坑、滑道
等游玩设施，还增加保育员人数，
这一系列操作后，上墅乡罗村幼儿
园教学点设备更全、环境更优，入
园的孩子数量也从13人增加到了
25 人。“和街上的幼儿园没有差
别。”村民们说，乡里和村里办了件
大好事。现在，孩子在家门口就能
上到“好学校”，对家长们来说，省
心也省力了。

今年，上墅乡通过美丽乡村精
品示范村创建，不断做实民生实
事。据了解，自罗村、上墅、田垓、
刘家塘“四村联创”工作启动后，各
村立足实际，推动了一大批项目实
施，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公共服务
不断提升，村庄韵味不断彰显。据
介绍，罗村新建了文化礼堂，并对背
街小巷实施改造；上墅村新建了足
球场、迷宫等文化设施；田垓村建成
了文化礼堂、稻香广场，已经是精品
示范村的刘家塘瞄准乡村治理示范
村创建，建成“师说馆”，传承导师帮
带制。“村里的文化得到了挖掘，并
且有了具体展示的地方，老百姓能
看能用，归属感和自豪感更强了。”
该乡副乡长石定一解释，这些场地

不是摆设。建成后，乡村两级积极
组织开展活动，让这些礼堂、公园真
正派上了用场，老百姓精神文化需
求也得到了满足。

“四村联创”创的是精品示范，
要求自然更高。不仅要夯实基础
设施建设，还要为乡村经营做好谋
划，因此今年以来，上墅乡的创建
工作持续往“深”里走。

上墅乡在田垓、罗村实施了背
街小巷改造，不仅对沿线立面实施
提升，还因地制宜充分放大穿巷小
溪等元素亮点，打造了观光台、亲水
平台等，让区域更加灵动；同时积极
鼓励村民“打开”庭院，将小方间美
丽，与大环境的美丽相融。

“背街小巷空间有限，我们在
见缝插针做好停车位增设等工作
以外，也努力想办法打开局限，让整
个区块空间更大，更有亮点，也更有
看点。”石定一说，做好这些基础工
作后，罗村的背街小巷将充分利用
原有闲置石头房，打造非遗展示馆、
茶馆、咖啡馆等等，做好经营。

这种做法也运用到了其他公共
设施上。田垓村的文化礼堂项目立
足“田”文化，结合全乡“上墅这乡有
礼”公共品牌建设，进行集中展现，
另外一些村庄文化礼堂也已经被

“预定”了教育、电商等业态功能的
注入，建成后将悉数被激活。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章婧）

连栋大棚里整齐摆满了各式
盆景花卉，大棚一角，农场主人魏
欣杰正鼓捣着他新研发的花卉种
植设备。“潮汐式灌溉是盆花最好
的灌溉方式，但是设备非常贵。”为
了提高花卉种植品质，魏欣杰研究
了多种可替代材料，终于研发出一
套同样功效的潮汐灌溉设备，且把
成本降低了十几倍。他说，接下来
准备申请发明专利，让更多的人能
使用这套设备。

2018 年，出于对农业的满腔
热爱，“95 后”小伙魏欣杰刚毕业
就来到安吉，成立了百牧威生态农
业有限公司，开始自己的创业之
路。去年，魏欣杰和合伙人入驻了
笔架山农高区青创园区，并拿到
50 亩地。从此，这里便成为他发
展现代农业的一片沃土。

“要为郁金香‘改命’！在中国
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万亩郁金香产
业基地。”怀揣着这个梦想，魏欣杰用
自己的行动描绘了一幅汇集花卉种
植、亲子研学等多业态融合并进的产
业盛景。

两年多来，魏欣杰始终致力于
研发创新，以新农人身份推动农业
发展。起先基地只是通过引进国
内外先进的技术品种，在国内生产
特色的花卉、果树和大田作物。慢
慢的，他开始琢磨起郁金香种球培
育技术。“已经申请了两项郁金香
国产种球发明专利。”魏欣杰介绍，
目前国内种植水仙、风信子等种球
根类花卉主要依赖于进口，而自己
研发的郁金香种球在品质、成活率
等各方面都表现不凡，且价格远低
于进口种球。他也给自己定了目
标：未来可以实现更多花卉种球的
国产化。

“远大理想”慢慢变成现实，亲
力打造的花园中心、研学基地已初
具规模。插秧、种树、插花……每
个周末，这里就成了体验农事农趣
的乐园。“打造一个集一二三产融
合、农业+互联网、高新品种技术
推广于一身的现代农业企业，带动
更多农民致富，争做安吉农业的标
杆。”魏欣杰还设想，将这个农业园
区与主题公园、民宿、婚庆公司、摄
影基地、酒店、咖啡馆等领域展开
合作，拓展盈利模式。

完善了公共配套 打实了经营基础

上墅乡精品示范创建全力惠民生

创新种植培育技术 打造现代农业园区

新农人为郁金香“改命”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江汇
通讯员 程双双 ）

每天，城区里，虎哥挨家挨户上
门收垃圾；农村里，一阵音乐响起，
保洁人员开着收集车就上门了。每
月，媒体公示垃圾分类红黑榜，奖优
罚劣。每季度，各类实践教育、主题
晚会、“变废为宝”达人赛、“分勇争
先”挑战赛等活动不定期举行。自
2018 年我县全面推动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以来，垃圾分类已充分融入
广大群众的生活。

垃圾分类重在减量化、资源化、
无害化。围绕这个方向，两年来，我
县从精准收集、源头减量、长效管理
入手，逐渐形成“分类九法”，推动垃
圾分类成为城乡文明新时尚。在

“分类九法”的深入实施下，全县垃
圾分类城乡覆盖率达 100%，生活
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 100%，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今年
上半年，全县生活垃圾总量 92407
吨，较去年同比减少5.21%。

精准投放，回收有道。在九州
昌硕广场小区，92 个垃圾桶“消
失”不见，撤桶并点后，每天的6:30-
9:30、17:30—20:30两个时间段，市
民都会自发多走几步路，把垃圾放
到指定投放点。推行撤桶并点，一
开始百姓不习惯怎么办？居民们组
建志愿者队伍，参加“桶边督导”，帮
助其他居民度过“适应期”。这样的
定时定点投放机制，专门针对居民
家中的厨余垃圾，被称为“定时定
点法”，此法已在全县实施。针对
居民家中的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
则实施“上门入户法”，由虎哥上门
收集，两年来，虎哥公司累计回收
处置生活垃圾 2 万吨左右，利用率
高达 97%。还有一种“因地因时
法”，根据农村、城市地点不同，各

有侧重：在农村，“垃圾不落地”已
覆盖全县94%的行政村；在政府机
关，各单位定制垃圾袋，由“铛铛
车”上门收集垃圾，实现了垃圾分
类可溯源。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除
了精准收集，提高分类质效，还需要
从源头减量方面入手。去年以来，
我县推行“取消小件法”，在住宿行
业推行取消“六小件”、在农贸市场
发放分类垃圾袋、鄣吴镇开展以袋
换袋活动，全县60余家酒店、600余
户农家乐已取消“六小件”，每天可
减少一次性消费品3万余件；鄣吴镇
塑料制品使用率下降27.5%。“另外，
通过‘绿色办公法’，已累计减少使
用一次性水杯 35 万余个；‘光盘行
动法’的实施，浪费现象也大幅减
少。”县分类办相关负责人说。

相比农村，我县城镇生活垃圾
分类起步较晚，为了进一步引导群

众积极参与，我县实施了包括“多元
激励法”“红黑张榜法”“刚柔并济
法”的“长效管理三法”。其中，“多
元激励法”就是通过生态金、绿币等
手段，激发群众参与积极性；“红黑
张榜法”是每月公示垃圾分类红黑
榜，推广红榜单位先进经验，督促黑
榜单位整改；“刚柔并济法”则是一
方面通过开展多彩活动正面宣传引
导，另一方面则是加强执法保障。

据县综合执法局统计，自生态
金推行以来，我县已累计为居民充
值生态金 900 余万元，其中兑换
700 余万元；累计查办垃圾分类领
域行政处罚案件2400余起。

“通过‘分类九法’，垃圾分类的
理念深入人心，垃圾分类得到越来
越多居民支持参与。接下来还会不
断完善‘分类九法’，持续推动我县
垃圾分类工作走在前列。”县分类办
相关负责人说。

从精准收集到源头减量到长效管理，环环相扣无死角——

生活垃圾分类有九法

日前，在灵峰绿道建设工
程浅草滩段，工作人员正忙着
进行绿化、铺装等收尾作业。
该工程全程3.5公里，预计10
月底全线贯通。建成后，该线
路将成为一条风景优美的滨水
型景观绿带。

全媒体记者 张卉 摄

灵峰绿道
“点缀”忙

（上接1版）
刘壑所带的班是木里中学高

中部的普通班，年级共有 4 个普通
班，从原先成绩倒数第一到名列
第一，“秘诀”何在？这与教师们
的悉心教育分不开，刘壑发挥了
重要作用。

“我发现孩子们的学习习惯还
没有很好地养成，学习效率也比较
低。”刘壑说。为此，他通过“之江
汇”教育广场开展信息化教育。通
过手机等移动智能设备，学生把学
习内容、知识点交流表述出来，自检
知识掌握情况和问题点；对每名学
生每道题目通过智能系统进行分
析，及时掌握错题排布与短板，针对
性开展教学，让学生们受益匪浅。

“瞧着他的干劲、巧劲，我们班
的教学方式也有了很大转变，他是
氛围营造的助推器。”同事们这样评
价刘壑的到来。

“导师帮带制”搬到了藏乡

人才扶贫，既要用好“外援”，更
需培育“内功”。几乎每一名我县支
援木里的党员干部、专业技术人才
在当地都带起了徒弟，“导师帮带
制”在藏乡结出硕果。

县人民医院放射科主治医师王
业坤，刚到木里中藏医院时就感慨，

“这里硬件不差，缺的是专业人才！”
看片、分析、诊断，这些都是技术活，

需要大量的案例积累和临床经验。
逮着一个案例，王业坤就会为当地
医生授课，“刚来的时候，有的人连
脑梗塞分期都弄不明白，现在都能
很快判断了。”

藏族小伙子舒央青是木里中藏
医院康复科的医师，针灸、推拿曾经
是他的业务短板，现在却成了最强

项。舒央青对王纪军说想跟随学习

时，王纪军一口答应。“当地的针灸

器具、用法都比较粗糙，这也是治疗

效果不好的原因；通过一个多月的

教授，舒央青很快掌握了知识要求，

现在更关键的是积累经验。”在王纪

军看来，藏乡人民有着朴素勤劳的

品质，在当地开展“导师帮带制”效

果很好。

看到成效，我县支援木里的医

生们还应邀上起了大课。每次开

课，总是座无虚席，中藏医院的医生

护士们乐得学习一剂剂疗效好、见

效快的安吉疗方。

前段时间，刘壑的徒弟邓倩开始

准备自己教师生涯的第一节公开课。

对这个参加工作仅一年的年轻教师来
说，公开课是展示自己教学水平的舞
台，也是步入职场的一次挑战。

虽平时教学知识传授细致，但
刘壑还是为徒弟忙活起来：从幻灯
片制作到课程互动设置再到逻辑条
理梳理，事无巨细，严格把关。“比自

己上公开课还忙。”刘壑说，希望能
把自己的教学经验倾囊相授给当地
教师，这样才能留下一支“不走的扶
贫队伍”。

既要“走出去”育才，也要“请进
来”培训。截至今年8月，我县已累
计帮助木里开展党政干部和专业人
才培训 39 期，培训人员 1799 人。
随着两地经济社会各界的交流互动
愈加频繁，竹海之“智”不断在木里
脱贫一线结出硕果。

其乐融融“一家人”

今年5月下旬，安吉进入初夏，
木里却是另一般光景：部分海拔较
高地区还上演着“五月飞雪”的景
象。报到第三天，郭苏等人就遇上
了寒潮，而他们的行李中只有短袖、
衬衫以及几件夹克。

高原反应加上气温骤降，郭苏
出现发热感冒的症状。得知情况
后，支援木里的安吉人才们帮衬着
购买衣物、打扫房间。“大家的暖心
之举，让我很快融入了这个大家
庭。”郭苏说。

在木里有一种传承：全县乃至
全湖州市的支援人才，都会在“换
岗”的时间点，把自己的闲置物品送
与新人。一台吹风机、一台取暖器、
一套炊具……物件虽不贵重，却有
着对“继任者”的浓浓情谊。

木里县域 1.3 万平方公里，是

安吉地域面积的7倍。但县城区不
大，最热闹的扎昌街、龙钦街不过二
十多分钟就能走完。远离家乡亲
人，这些安吉人工作之外的生活是
否无趣？“大家打球、爬山、钓鱼，活
动很多，我们就像一家人。”安吉第
三医共体杭垓院区医生李鹏说。

一个家庭，角色各有不同。郭
苏是“大厨”，一手安吉菜烧得地道，

隔三差五组织聚餐；李鹏住处离快

递点近，时常帮大家代取快递；还有

看病问诊等等……

内部其乐融融，外部同样如

此。李鹏的孩子刚满周岁，家中有

不少事情需要担待，来到木里，大家

说他是舍小家为大家。在中藏医院

康复科任职的他，凭借精湛医术，得

到了患者的认可，还收到了锦旗。

“有位藏族同胞关节黏连，跑了

好几家医院，说要动手术且恢复期两

三年。接诊后，我发现情况并非如此，

对症下药，患者很快康复了。”如今，这

位藏族同胞成了李鹏的好朋友。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许多

当地人会邀请支援人才们餐叙；走

在路上会有车辆停下来，询问是否
要上车……“一批又一批的安吉人
才在木里无私奉献、挥洒汗水。通
过扶贫协作这座桥梁，两地干部群
众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木里县委常
委、常务副县长郑洪波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