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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传媒集团
广告及专题联系方式

广告部：承接新

媒体（多娇江山 app、江
山发布、江山新闻网及
江山新闻网、江山信息
网微信公众号）、电视、

《今日江山》报纸、广播
电台以及江滨游览桥、
西山公园户外大屏等广
告业务。
联系电话：4985157

4968999
13587015717
（685717）

专题活动中心：承接

电视专题、活动摄制、组

织业务。

联系电话：4985101

13906706708

（686708）

本报讯 连 日 来 ，
市消防救援大队积极对
接市委宣传部，提前挑
选一批针对各村实际情
况的火灾警示片与消防
公益宣传片，安排志愿
者组成“消防主题电影
志愿放映宣传队”在全
市各行政村、乡镇养老
机构播放，开启我市消
防电影送下乡活动。

近日，在碗窑乡月
亮湖养老院的电影放映
现场，很多老人吃完晚
饭后就兴致勃勃地搬来
了小板凳、躺椅，有序
观看火灾警示片及消防
宣传公益片。通过生动

形象的荧幕教育，帮助老人
学到一些有用的消防知识。

“平时，我们感觉消防安全
离我们比较远，看了这些警
示片，真的是触目惊心！”
老人王峰说。

市消防救援大队相关负
责人表示，在做好消防安全
电影放映的同时，宣传人员
还将针对夏季火灾事故的特
点及近期燃气爆炸多发态
势，开展安全用火、用电、
用气等警示宣传教育，切实
做到居安思危、警钟长鸣，
进一步提高农村群众消防安
全意识，增强农村抵御火灾
的能力。

消防电影送下乡活动举行

（待续）

“加长版”三伏天来了

■ 毛军 徐敏晶

省委生态环境保护
专项督察受理举报电
话：0571－28193535；受
理举报时间：2022 年 8
月1日－8月19日的工
作日 8：30－12：00,14：
30－18：00。

关于公布省委生态环境保护
专项督察信访举报方式的公告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江山市整改工作协调小组

2022年8月5日

江山市烟草专卖局 （分公司） 退休干部毛仁位同志，于2022年7月30
日19时10分逝世，享年98岁。

毛仁位同志系浙江江山人，1956年参加工作，1988年光荣退休。先后
在江山市工商业联合会、江山市糖烟酒公司、江山市烟草专卖局 （分公
司）工作，任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糖烟酒公司业务股股长、烟草局
业务科负责人。曾担任衢州市政协委员、江山县人大代表、江山县政协委
员、江山县政协常委，曾荣获江山县劳动模范。

衢州市烟草工会委员会江山分工会
2022年8月5日

先夫毛仁位于2022年7月30日19时10分在江山逝世，享年98岁。
妻：周月桂 携
子：毛柏青 媳：边爱华 孙：毛菡莘 曾孙女：毛歆之

孙女：毛航燕 孙婿：郑 云 曾外孙女：郑娈喆
子：毛柏生 媳：何迎建 孙女：毛 薇 孙婿：赵玉国 曾外孙：赵简闻
子：毛宪民 媳：孔 荣 孙：毛访蒲 孙媳：郑 蕾 曾孙女：毛谧尔
子：毛冬青 媳：汪 钦 孙：毛羽白
女：毛柏英 婿：吴鸿德 外孙：吴国春

泣告

讣 告 讣 告

中国天气网统计的

近 30 年来 （1991 年至

2020年）的气象数据显

示，三伏天里华北、黄

淮、西北地区东部极端

高 温 在 40 摄 氏 度 以

上，高温持续日数达 5

至7天；南方大部虽因

湿度大，极端高温没有

北方强，但极具耐力，

高温日数均在 20 天以

上 ， 局 地 甚 至 达 35

天。而不得不提的“高

温霸王”吐鲁番，极端

高温曾达 47.8 摄氏度

（2008 年 8 月 5 日），高

温 日 数 曾 持 续 达 39

天。

为何三伏天会这么

热？

气象专家分析——

入伏后，夏季风逐

渐抵达最北端，地表湿

度变大，地表层的热量

累积下来，一天比一天

热，三伏天期间地面积

累热量达到最高峰，天

气就最热；

七八月份副热带高

压加强，高压内部的下

沉气流，在其控制下天

气晴朗少云，有利于阳

光照射，地面辐射增

温，天气就更热；

夏季雨水多，空气

湿度大，水的比热容比

干空气要大得多，还影

响人体汗液排出，这也

是天气闷热的重要原

因。

本报讯 近日，笔者在张村乡
安顶村泉水坂自然村的山垄田里看
到，连片种植的芋艿长势喜人，秆
粗叶茂，微风拂来，翠绿的芋叶随
风摇曳，连绵起伏，十分惹人注
目。“8 月底，这批去年下半年种植
的芋艿就能上市，我们将会迎来一
个‘丰收年’。”安顶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赖水明兴奋地说。

这两年，安顶村依托大部分土
地位于海拔500米以上的独特地理优
势，因地制宜发展高山蔬菜，在壮
大集体经济的同时，促进农户增收
共富。“除了传统的几样高山蔬菜
外，还能不能开发出新产品，提升
安顶村的市场竞争力？”这个问题摆
在了村“领头雁”赖水明面前。为

了更好地发展高山蔬菜，赖水明于
2020 年组织村两委和部分村民代表
到福建学习考察，发现当地有一种
芋艿品质好、价格高、市场需求量
大，就决定把这个品种引进安顶村
种植，并聘请了福建当地的专家到
村里进行指导。

“考察回来后，我还咨询了市农
业技术推广中心的技术员，发现这款
芋艿具有种植技术要求相对简单、采
售期长等特点，非常适合我们这边的
农户种植。”赖水明告诉笔者。于是，
赖水明花了2万元购进福建芋艿的种
子，免费给村民试种了10多亩。尽管
第一次种植生产管理技术没有完全
到位，产量不太理想，但由于这种
芋艿比较畅销，除去成本开支，每

亩还有近3000元的收入。
尝到了甜头的赖水明决定扩大芋

艿种植规模，帮助更多村民致富。2021
年，刚刚消薄的安顶村召开了村民代
表大会，决定由村集体出资，采用返
租倒包、乡村共富模式，再连片种植
35 亩芋艿。这样，村民既能收到每亩
租金300多元，又能以每天120元的工
资在芋艿地里干活，最后村里统一销
售芋艿，收入归村集体，这样既增加
了村民的收入，又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安顶村种植高山芋艿也得到了相
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今年，市农业农
村局了解到安顶村连片种植芋艿的情
况后，及时主动上门对接提供服务。

“一方面，我们抓技术服务，不断提高
村民的种菜技术水平；另一方面，做

好产销服务，特别是做好农超对接产品
销售方面的工作。下一步，我们将引导
安顶村注册蔬菜绿色农产品，不断提高
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市农业农村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

赖水明介绍，8月底这片芋艿就可
以陆续收获。“经销商跟我说，今年高
山芋艿价格比较好，现在订价是每斤3
元。我们每亩产量能够达到3500斤，一
亩的收入就能够超过10000元。我们很
有信心把芋艿种好，让芋艿产业发展壮
大。”赖水明高兴地向笔者算起了致富
账。

每亩收入超1万元

安顶村种植高山芋艿奔共富

■ 毛土有

共同富裕新征程共同富裕新征程

本报讯 重温红色岁月，赓续
精神血脉。8月3日上午，在江山市

“文艺之家”西塘展览厅内，由市委
宣传部、市文旅局、市文联、市总
工会、市教育局联合举办的“喜迎
二十大 共创文明城”江山市红色
经典电影海报展拉开帷幕，本次展
出为期半个月。

《建党伟业》《四渡赤水》《重
庆谈判》《开国大典》……此次展览
共展出 70 余幅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红
色经典电影海报、500多册红色连环
画以及电影刊物，这些展品生动展
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过
革命战争的峥嵘岁月和进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丰功伟绩，

观展的市民或认真听讲解，或驻足阅
览。为了让海报展更具感染力，从事
电影放映和影院经营管理工作40多年
的刘士杰放映了红色电影《浴血大别
山》。一个个鲜活的银幕形象把人们带
入其中，革命先烈可歌可泣的英雄事
迹和革命情怀深深触动着在场的每一
个人。

“今天特意带了10多名学生来实
地观摩红色经典电影海报，里面的人
物形象非常高大，能给孩子们带来无
穷的力量。”江山二中老师罗芬说。

70余幅红色经典电影海报与市民见面

本报讯 “邮票，也被称作‘国家的名
片’，有多种分类方式，像这种以两行两列的
方式四张在一起的邮票叫四方联。这个四方
联是解放战争时期的邮票，非常珍贵……”
近日，衢州市集邮协会与江山市集邮协会联
合举办了一场致敬老兵集邮展览，近400名统
一着装的老兵边参观边聆听邮票背后的故事。

这些老兵是1972 年入伍的江山籍海军或
铁道兵。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5 周
年，纪念入伍50周年，他们组织了一场别开
生面的战友会，邮展是这次战友会举足轻重的
一环。“50周年很不容易，见到这么多战友心情
特别激动。这次邮展也非常出彩，让我回想起
当年服役期间，没有手机、没有电话，只有
靠书信才能与亲友沟通交流、传递信息的难
忘时光。”退伍老兵何新国感慨万千。

此次集邮展览以军事题材为主，反映党
领导人民军队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

进程，突出表现其中的重大事件、重要战役、
重要人物、英雄模范。近 600 张具有特殊纪念
意义和历史价值的经典邮票，组成 《千秋伟
业》《红军长征》《人民军队》《南昌起义》《峥
嵘岁月》《锦绣江山》 等16个主题邮集，汇聚
成一曲曲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的赞歌。“为了
参加50周年战友会，我们战友筹委会在去年就
开始计划了。这次邮展得到了衢州市集邮协会
和江山市集邮协会的大力支持，总共征集到16
部专题邮集、36框贴片供战友们参观欣赏。”姜
金林既是退伍老兵，又是集邮爱好者，这次他
也带来了自己制作的珍贵邮集进行交流。

邮展走进战友会 拥军爱民邮情浓
我市一人获省优秀共青团员称号

近日，共青团浙江省委公布了2022年度浙江省五四红旗团委名单、五四红
旗团支部名单、优秀共青团员名单及优秀共青团干部名单，我市小蜜蜂志愿服
务中心负责人 （浙江省两项计划大学生志愿者） 叶秀飞获省优秀共青团员称
号，为我市唯一上榜团员。 （王璐姗）

民政局开展“七夕一日·花开一世”主题活动
8月4日，市民政局组织开展“七夕一日·花开一世”主题活动。活动邀请

前来婚姻登记处登记的新人参与七夕互动小游戏——夫妻齐心猜七夕盲盒，盲
盒包含猪八戒背媳妇、给对方化妆、舌尖上的石头剪刀布、背对背创作、爱心
便利贴、猜谜语、一起拍拍拍等7个小游戏，通过游戏，让新人更有默契感。
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负责人还在现场为每对新人赠送定制的明信片和小礼品，
发放倡议书，倡导婚事新办喜事简办、移风易俗。 （邱爱红 张燕）

双塔街道举行第八届项目谋划擂台赛
近日，双塔街道举行第八届项目谋划擂台赛。今年以来，双塔街道干部聚

焦工业强市、全域旅游、乡村振兴、城市赋能、社会事业、交通水利等重点领
域，谋划项目40多个，最后筛选出12个优质项目进行现场展示。经过激烈比
拼，《趣游水岸 田园赵家——赵家溪综合整治项目》《大夫第生态农业项目》
获一等奖。 （朱东庆 周丽）

本报讯 8月3日，江山传媒集
团联合浙江之声开展“一杯水”公
益活动，通过设立爱心取水点，在
炎炎夏日为劳动者送去一丝清凉。

当天上午10时，在G3京台高速
江山服务区，工作人员搭建起了爱
心取水点，自制的降暑凉茶、冰绿
豆汤等，成了“热销产品”。“一口
冰凉的绿豆汤喝下去特别爽，人也
精神了。”货车司机黄俊火一早从福

建福州出发，原本就打算进服务区
稍作休息的他，看到爱心取水点，
感到十分暖心。

在 G3 京台高速江山服务区卡
点，顶着烈日引导过往车辆的衢州
高速交警三大队民警王靖已是满头
大汗，在爱心取水点稍作休息后，
便拿上了几瓶矿泉水，递给因赶时
间而未下车休息的货车司机。“天气
这么热，他们顶着太阳工作的同

时，还不忘给我们送一瓶水，挺好
的。”货车司机满国强接过矿泉水，大
口喝了起来。“这个爱心取水点距离我
们站岗执勤的地方比较近，希望货车
司机能够喝口水，休息休息解解乏，
这也是我们公安‘铁军护航·警助共
富’的为民举措。”王靖介绍说。

在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一杯
水”公益爱心取水点十分醒目，长干
队员、环卫工人等陆续进来取水、休

息。一旁的柜子里，微波炉、急救箱、
充电器、雨伞等整齐摆放着，可随取随
用。“高温天，我们坐在这里的沙发上
休息很舒服，尤其对一些家比较远的长
干队员来说，中午能到这么好的地方休
息，大家非常开心。而且这里还有充电
器、解暑药品等，非常方便。”长干队
员黄美华说。

一杯免费水，一片清凉地，一个个
小小的举动，汇聚起的是社会大家庭的
关爱，也希望用这一份清凉向烈日下坚
守岗位的劳动者致敬。

公益“一杯水” 清凉一座城

创建双拥模范城创建双拥模范城创建双拥模范城创建双拥模范城创建双拥模范城创建双拥模范城创建双拥模范城创建双拥模范城创建双拥模范城创建双拥模范城创建双拥模范城创建双拥模范城创建双拥模范城创建双拥模范城创建双拥模范城创建双拥模范城创建双拥模范城创建双拥模范城创建双拥模范城创建双拥模范城创建双拥模范城创建双拥模范城创建双拥模范城创建双拥模范城创建双拥模范城创建双拥模范城创建双拥模范城创建双拥模范城创建双拥模范城创建双拥模范城创建双拥模范城

■ 王逸琳

■ 郑玉莲 郑嘉豪

江山各地江山各地

8 月 1 日 10 时，石门镇清
漾景区游人如织。记者发现，
景区内大部分游客能做到爱护
景区环境卫生、遵守景区公共
秩序，但也有一些不和谐的画
面出现。

在清漾毛氏祖宅入口，虽
然走道两侧都划有机动车、非
机动车停车位，记者仍然看到
几辆电动自行车不按提示，随
意停放在路边。沿着小道走
去，景区内多处区域设置文明
标语标识牌，但在绿化带内还
是发现了不少游客扔下的烟
头、废弃纸屑等垃圾，垃圾桶
旁边也能见到矿泉水瓶被随意
丢在地面。这些现象不仅与周

围的美景格格不入，也增加了景
区保洁人员的工作量。

青山绿水间，景区内还有个
别游客控制不住烟瘾，或是坐在
草坪上，或是走在路上，自顾自
地“吞云吐雾”。这不但破坏了
景区的环境，也影响了其他人的
旅游体验。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
显文明。希望广大游客朋友自觉
维护环境卫生，遵守公共秩序，
做 到 文 明 旅
游，共同营造
温馨舒适的旅
游氛围。
（本报记者）

【监督哨】 景区不文明现象煞风景

旅 游
曝 光

■ 赵晨 宋超

精神文明创建

本报讯 8月3日，在石门镇小
塘源云七夯土房民宿，江山市精品
民宿协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会员大
会举行。会议选举产生协会第一届
理事会理事、监事、理事会会长等。

近年来，我市旅游民宿产业发
展迅速，现有 12 家浙江省高等级民
宿，其中白金宿1家、银宿11家，一
批如西坡、云端觅境等国内知名品
牌民宿纷纷落户江山，同时涌现出
云七民宿、山塘舍里、郎峰书院等
一批本地特色民宿。此次江山市精

品民宿协会成立，共有32个会员单位
加入，旨在进一步整合行业资源、引
领旅游民宿行业发展，规范民宿旅游
经营行为，提升“江郎阙里”区域旅
游民宿品牌的知名度、影响力和带动
力，打造旅游民宿“金名片”。

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局
将做好产业统筹规划，进一步打造

“江郎阙里”旅游民宿特色品牌，引导
旅游民宿向更深层次、更高质量、更
优供给方向发展，助推旅游业态和服
务质量升级，助力旅游共富。

江山市精品民宿协会成立

喜迎二十大

■ 毛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