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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芩芩） 9月27日，
我县大型公益品牌活动“微心愿·传大
爱”走进万阜乡中心学校，该校的64名
小学学生和 29 名幼儿园学生的“微心
愿”全部被青田华侨爱心人士点亮，并

且发放到位。
在万阜乡中心学校，来自浙江壹修

文化用品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将前期征
集到的“微心愿”依次送到孩子们的手
上。这些“微心愿”包含各式图书文具、

益智玩具等物品，看似简单，却都是孩子
们期待已久的。拿到心愿礼物后，大家
非常激动，捧着礼物爱不释手，脸上洋溢
着幸福的微笑。今年上六年级的华伊铃
拿到了自己心仪的飞行棋，立马就和同
学们分享了起来。

“谢谢叔叔阿姨帮我实现了心愿，
我现在可以和朋友一起玩飞行棋了。”
万阜乡中心学校六年级学生华伊铃捧
着自己心仪的飞行棋高兴地说，并和同
学们分享着自己的礼物。

此外，浙江壹修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还为全校 19 名教职工也点亮了“微心
愿”。今年刚入职的教师汤玉树在教学
时发现这里的孩子们喜欢打篮球，于是
就在“微心愿”卡片上填写了篮球，“借着
这次机会，我填写了篮球，希望孩子们可
以用新篮球丰富自己的校园生活。”

小小微心愿，传递大温暖。据悉，

浙江壹修文化用品有限公司由青田籍
西班牙华侨吴伟军和叶晓峰共同创
立。他们两人在参观青青家园时了解
到县委组织部设立的“微心愿”公益墙
后，就立马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朋友董大
军、徐永建，并得到了很多海内外青田
华侨的积极响应，大家或出钱或出力，
一起为万阜乡的孩子们带去了温暖和
关心。

“我也来自农村，因为一些原因初
中毕业后就去了国外，我能体会到孩子
们在成长的时候需要一些陪伴、支持，
所以我们商量了一下，想做一些力所能
及的事。”浙江壹修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创始人吴伟军说，“我希望能将这种公
益活动的精神传递出去，让更多身边的
朋友能够加入进来，一起关爱这些偏远
乡村孩子们的成长。也希望这些孩子
们能够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暖心！万阜乡校93个“微心愿”被点亮

长大后要为家乡建设出一份力，是
小舟山乡村民邹永清年轻时给自己许
下的承诺。多年后，在外事业有成的他
始终没有忘记这句诺言，回到家乡小舟
山乡，带领乡亲们走向致富之路，助力
乡村振兴。这份守信践诺的初心和毅
力也让他获得了“丽水好人”称号。

2009年前的大尖山，荒芜萧瑟，人迹
罕至。但对邹永清来说，这却是他为家
乡发展出力的一块“宝地”。为了让这片
土地重新焕发生机，2009年起，他陆续投
入资金一千多万元，成立青田县大尖山
油茶种植专业合作社，建立了大尖山油
茶基地，专心在大尖山做起了“守山
人”。3年时间，邹永清帮助解决近200
户农户就业，促进就业450人次，扶持困
难农户100户，种植油茶面积1000余亩，
带动农户增收300多万元。通过土地流
转的方式，促进合作社与广大农户逐步
结成利益共同体，使整个大尖山布局纳
入到产业化经营的正轨。2011年，该油
茶基地被评为丽水市林业示范基地。

2011年，为响应县政府“青商回归”
的号召，邹永清“跳槽”到小舟山村当起
了村委会主任。多年在外闯荡的经历增
进了他“要发展”的意识，也开阔了他“谋
发展”的思路。“同大多数农村一样，小舟
山主要面临两大问题：资源开发不足，壮
劳力大量流失。”对于村里的现状，邹永
清有着深刻的洞察：“我们的资源主要包
括三块：梯田、稻鱼米和峡谷中的瀑布
群，必须抓好县政府推动‘小流域生态农
业’项目的契机，将小舟山的资源优势发
挥出来，拓宽道路，修建游客及摄影栈
道，发展生态旅游，吸引人才回流。”

2016年，邹永清组织实施大尖山油
茶种植基地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工程，建
成油茶籽晒场水泥硬化800平方米、2个
蓄水池1167立方米。同时，他还投资建
设观景平台、露营基地、景观游步道等，
依托油茶基地开发旅游项目，加快小舟
山产业的转型升级。如今，大尖山已经
成为了青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此外，
邹永清还在为小舟山乡的旅游业努力

着。每年，邹永清还会举办一些活动，
如乡村旅游文化节、星空露营等活动，
不仅盘活了青田的旅游资源，也打响了

“诗画小舟山”的旅游影响力。
当然，开发大尖山的过程并不都是

一帆风顺的，建设初期的资金问题、开发
之后的推广问题等，但这些问题并没有
阻挡邹永清前进的步伐。“如果因为小小
的挫折就放弃，那么我就对不起当年的
自己，更对不起那些相信着我的村民和
员工。”面对问题，他积极从自身检讨；对
于困难，他绝不轻言放弃。一路走来，邹
永清遇到过许多问题，但是他坚定了一
个信念——让这片土地焕发生机，为青
田尽一份绵薄之力。他永不言弃的精神
和真诚待人的态度，打动了一批批合作
者与游客，他用真心和热情换来了大尖
山的繁荣和发展。因此，他被乡民们亲
切地称为“大尖山的守山人”，他自己也
时常调侃自己是大尖山的“寨主”。

疫情爆发后，邹永清在回乡后积极
配合开展居家观察，并主动配合关闭了

大尖山景区。“虽然我不能出去，但是我
依旧能够为青田尽一份心力。”了解到
小舟山在毗邻温州的行政村内都设置
了卡点检查，生活必需品尤为紧缺。于
是，他联络好友郑庆锡，两人一拍即合，
决心要帮助乡里解决生活物资紧缺的
问题。两人积极利用人脉资源，通过电
话、微信、托人运送的方式，将四处购得
的方便面、八宝粥、矿泉水等物资运给
在一线抗疫的志愿者们。

十多年来，这位心甘情愿做人民的
“老黄牛”带领广大村民一心一意谋发
展，聚精会神搞建设，为小舟山乡经济
和社会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在
邹永清的带领下，短短几年时间，农民
的腰包鼓了、家底殷实了、生活也更甜
蜜了，村集体经济也在不断壮大，村旅
游建设如火如荼的进行。

邹永清，一如既往地坚持践行着儿
时对自己的承诺。从守望“大尖山的建
设者”，到守住“大尖山的守门人”，他用
实际行动履行着每一份诺言。 舒旭影

邹永清：甘做“守山人”践诺十余载

本报讯（记者 金雅丽 实习生 夏嘉琦） 近日，我县
召开“大搬快聚富民安居”工程推进会暨业务培训会。

会议总结了今年我县“大搬快聚”工作开展情况，并部
署了近期的重要工作。据了解，截至8月底，全县完成协
议搬迁2460人。县级安置点建设稳步推进，腊口金水湾
安置点一期560套安置房预计11月份交房，二期470套安
置房预计10月份开工建设；三溪口滨湖湾安置点260套安
置房8月底已结顶。乡镇级安置点加快谋划，祯埠镇安置
点二期和小区配套设施建设推进工作中；仁宫乡安置点规
划审批中，确保小区三通一平基础设施年底前开工建设。

就下一步工作，会议要求，全县上下提高站位，强化认
识，切实增强做好“大搬快聚”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紧盯
目标，把握关键，精准聚焦“大搬快聚”重点工作加快落实；
加强领导，落实责任，确保“大搬快聚”搬迁任务圆满完成。

会后，参会人员还进行了“大搬快聚富民安居”业务培
训。

我县召开“大搬快聚富民安居”
工程推进会

本报讯（记者 夏灵敏） 日前，我县社会爱心人士余
仁奇向章旦中学教育集团捐赠1000桶爱心饮用水，帮助
解决学校师生的生活饮用水问题。

当天上午9时，在章旦中学教育集团举行了以“抗旱
保供水，你我同行”为主题的捐赠仪式。据了解，自9月份
开学以来，因天气和地型原因造成章旦中学师生饮水困
难。得知这一情况以后，县水利局和爱心人士第一时间与
学校沟通，研究解决办法。

“前几天，从县水利局的朋友了解到章旦中学缺生活
饮用水，因为我刚好是卖矿泉水的，所以我就送点矿泉水
给他们，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社会爱心人士、青田县仁
奇副食品店负责人余仁奇表示。

此次活动，充分彰显了爱心人士的社会责任感和尊师
重教的大爱情怀。

爱心人士向章中教育集团
捐赠1000桶饮用水

本报讯（通讯员 舒味味） 近日，
瓯南街道湖口村的联想不少村民用积
分兑换了很多生活用品，大家对积分制
度称赞不已。

为引导和鼓励更多的群众参与到文
明实践活动中来，湖口村设立“积分超
市”，并制定管理办法，细化积分制度，将

文明礼仪、移风易俗积分兑换纳入新时
代文明实践积分制管理，对支持移风易
俗的村民给予积分奖励，为积分达到一
定标准的村民兑换生活用品，广泛发动
群众主动参与基层治理，进一步激发了
移风易俗新活力。

据了解，积分制管理，是让所有的志

愿者、村民能够参加村庄建设的一种激
励机制。通过积分制管理，让广大村民
群众知道，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可以转化
为具体的分值，激发村民参与意愿，推进
移风易俗，破除婚丧大操大办、高价彩
礼、薄养厚葬等陈规陋习，倡导形成喜事
新办、丧事简办、小事不办的良好风气。

下一步，湖口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将不断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
村民的积分除了可以兑换相应礼品，还
可作为评选最美志愿者、文明家庭等的
重要推荐依据。通过积分超市的运行，
将助力共同营造文明和谐家风、民风、
乡风。

瓯南街道：巧用“积分超市”引领移风易俗新风尚

连日来，水南幼儿园开展庆国庆系列活动，师生们通过城市花车巡游、绘画、合
唱、朗诵、合影等方式共庆祖国华诞。

刘婷婷

9 月 28 日，腊口镇中心幼儿园
开展“小小中国娃 浓浓爱国情”国
庆系列活动，孩子们通过“绘祖国”

“唱红歌”等形式，表达自己对祖国
的热爱，传递满满的祝福。

“绘祖国”活动中，“小画家”们
手握画笔，用稚嫩的笔触在百米长
卷上埋头作画。不一会儿，壮丽的
天安门通过孩子们稚嫩的小手在百
米长卷上铺展开来，画卷作品蕴藏
着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与赞美。

林伟

本报讯（记者 金雅丽） 近日，由团县委、县教育局、
县少工委主办的第一届县少先队辅导员技能展示活动在
县少年宫举行。

现场赛分为礼仪实操、思政宣讲和活动宣传三个环
节。在礼仪实操环节，20名辅导员细致地讲解了少先队
队徽的含义、呼号，并亲自示范了执旗等基础操作。此外，
辅导员们围绕《新时代好少年——浙江省红领巾学院思想
政治课程读本》，根据抽签选到的课程内容现场进行了思
政宣讲。经专家评审团综合评定，本次大赛共产生一等奖
4名、二等奖6名、三等奖10名。来自腊口镇石帆学校教
育集团的教师雷金晶绘声绘色的宣讲在比赛中脱颖而出，
获得第一名。

“通过这次比赛，我对辅导员、少先队的知识有了更深
的了解。在比赛中，我认为我已经将我的风采展示给大
家，也无愧于自己的努力了。”雷金晶表示。

据了解，此次少先队辅导员技能展示活动旨在进一步
激发了辅导员们对少先队工作的热情，提升了辅导员队伍
的政治素养和业务水平。

第一届县少先队辅导员技能
展示活动举行

大家都知道，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而无证醉驾更是严重危害到公共安全，将被追究法律责
任，可还是有人不以为然。近日，丽水高速交警支队三大
队在G1513温丽高速青田东收费站开展整治时，就查处了
一起无证醉驾的交通违法行为。

当天21点10分许，民警在对一辆小轿车驾驶员进行
酒精检测时，发现驾驶员存在酒驾嫌疑。于是，民警对驾
驶员陈某进行进一步呼气式酒精测试。经检测，陈某的酒
精含量为104mg/100ml，属于醉酒驾驶。经了解，当天陈
某与几个朋友从温州到青田，在青田吃晚饭时陈某喝了七
八瓶啤酒，朋友也喝了酒。饭后，心存侥幸的陈某驾车带
着朋友准备回温州，不料却被民警查获。

经过进一步调查，陈某并没有考取机动车驾驶证，之
前也因无证驾驶被处理过。最终，民警依法扣留了陈某驾
驶的机动车，并将其带到医院进行抽血检测。目前，案件
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编后语：无证、醉酒驾驶机动车，是非常严重的交通违
法行为。抱有侥幸心理，是万万不可取的。还是那句话，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交通安全事关千家万户，驾驶
车辆必须遵规守法，任何无视法律和他人安全的行为，必
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林璐 吴应华

男子无证还醉驾
罪上加“醉”被处罚

昨日，船寮镇中心幼儿园开展迎国庆主题运动会。开幕式上，通过重走长征路、
运粮食、江田插秧等比赛项目，让孩子们感受节日氛围，激发幼儿的民族自豪感和爱
国意识。 项沁豪 杨虹

诚信典型人物

本报讯 （记者 夏昕怡） 近日，舌尖上的绿水青山
——青田农遗产品、小吃进省委党校餐厅专场活动在杭州
举行，活动为期四天，从9月26日开始，持续至29日。

在省委党校的餐厅内，来自我县的厨师团队正在抓紧
制作田鱼干炒粉干、田鱼捞饭等经典农遗美食；在美食展
示区，国师饼、豆腐丸、糖糕等青田传统美食一一摆放，千
年农遗文化充分融合在一道道美食之间。

除了将热腾腾的农遗美食搬到了省委党校的餐桌上，
专场活动还将鱼多多文创产品、海溪粉干、稻鱼米等青田
特色农产品以及青田石雕带到了杭州，品质优良的农特产
品也引起了省委党校干部职工的关注。

据了解，此次专场活动是在县农业局、县委党校与省
委党校积极对接下举行，旨在进一步打响青田农遗产品品
牌，提升影响力，赋予千年农遗文化新的活力。“农遗大会
以后，我们积极谋划提升农遗产品的知名度和推广。希望
通过这次农遗产品的推介活动，进一步打响农遗产品的品
牌知名度。”县农业局乡村产业发展科科长范晓斌表示。

青田农遗产品、小吃
走进省委党校餐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