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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祁俊报道 9 月 19 日，正
值中秋佳节。市委书记王福宏深入窗口服务
单位和徽州区呈坎景区等地，检查中秋和国
庆假日旅游工作，看望慰问节日期间坚守岗
位的一线工作人员。市委常委刘孝华，副市
长周天伟随同检查。

王福宏先后来到黄山机场、徽杭高速公
路市区 2号口、徽州区呈坎景区，向在场的工
作人员、高速公路收费员、交警、青年志愿者
等送上节日的祝福，并详细了解安全、服务、
应急处置等准备情况。王福宏说，机场、高速
公路是外地游客进入黄山的重要通道，是展
示城市文明形象的重要窗口。希望大家坚持
把游客满意度作为最高标准，努力提供优质
的服务，充分展示黄山的良好形象。交警长
年在户外工作，很累、很辛苦，“两节”期间车
多人多、任务更加繁重，希望大家热情服务，
文明执法，把工作做得更好。在呈坎景区，王
福宏对灾后恢复及“两节”假日旅游工作给予
肯定，要求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加快基础设
施建设，丰富旅游业态，积极开展营销，将一
个崭新的呈坎展现在世人面前。

在 听 取 有 关 方 面 工 作 汇 报 后 ，王 福 宏
说，我们是旅游城市，做好假日旅游工作非
常重要。无论是外地游客朋友，还是本地人
民群众包括黄山籍旅外人士，好不容易迎来
一个难得的休息时间，一定要让他们来得开
心、玩得愉快、走得顺畅，有一种回家的感
觉。各级各有关方面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广
泛宣传并认真贯彻即将实施的《旅游法》，扎
实做好旅游安全、游览出行、餐饮住宿、购物
娱乐、接待服务、宣传引导、市容市貌、医疗
卫生、氛围营造、安全生产、森林防火等工
作。景区、宾旅馆、旅行社、机场、火车站、公
路运输等各服务单位深入开展诚信服务、文
明服务、精细服务，以良好形象迎接四海游
客。要认真总结和探索假日旅游管理工作
规律，建立和完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运行机
制，不断提升假日旅游工作科学化水平。节
日期间坚守岗位的同志非常辛苦，各级党
委、政府和有关方面要关心他们，为他们创
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徽州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市直有关部
门负责人等参加检查。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这几天，秋
阳高照，在祁门县芦溪乡查湾村，一台履带式
水稻收割机在广阔的田野里来回穿梭，稻香
飘散，沁人心脾。不到 20 分钟，1 亩金灿灿、
沉甸甸的稻穗只剩下了齐刷刷的禾桩。原
来，这是该村种粮大户汪顺贵正在抓紧收割
成熟的中稻。

现年 34岁的汪顺贵，家住査湾村査六组，
因上有老下有小，无法外出务工，始终在家采
茶、种田、打零工，日子过得蛮辛苦，但不甘温
饱的他一直在摸索，如何依靠家乡资源闯出
一条致富路来。2012 年 7 月，祁门县开始实
施万亩水稻高产创建项目，以更加优惠的政
策吸引种粮大户踊跃参与。看着村中大片杂
草丛生的高产水田，汪顺贵感觉机遇降临
了。近年来,随着外出务工经商人员逐步增
多，查湾村有近半的水田被闲置抛荒。通过
算账和了解，汪顺贵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就是将所有弃耕的水田都承包下来统一规
划，春种水稻，秋播油菜。今年 2 月，通过协
商，汪顺贵承包了其中的 142亩荒田，期限暂

定一年。从租赁水田到收割水稻，他共投入
11万元。因管理得当，预计每亩干产超过 500
公斤，加上多项惠农资金的补贴等，除去各项
成本，纯收入在 5-6万元。

汪顺贵承包百亩水田，在村里引起了轰
动，更受到了县乡涉农部门的关注与支持。
农业部门“三直接”深入田间全程指导服务，
并给予了农机推广的资金和物资补助，保险
部门为他办理了水稻保险，财政部门则安排
了农业综合补贴，乡里还为其送去了两台水
泵和数千元的油费补助，村委会安排劳力对
灌溉渠道进行清理疏浚。这一切，为汪顺贵
的丰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由于初次种植这么多稻田，汪顺贵有些
缺乏经验，手头资金也有限，栽秧、浇灌、防虫
全部靠自己一家和请来的人手，耕田和收割
是从江西瑶里镇租来的机械，所以成本要高
出不少，但汪顺贵信心十足，准备稻子割完后
便接着种油菜。谈到来年，他说：“这条路我
是认准了的，如果能与农户谈妥，明年准备扩
大种植到 200亩以上。”·陈昌奉 胡新良·

徽 州 区 推 出 中 医 蜜 蜂 医 疗
日前，徽州区西溪南镇卫生院首次推

出中医蜜蜂医疗，为患者解除痛苦提供了
一条新途径。

中医蜜蜂医疗，简称蜂疗，即把蜜蜂
的螫针直接对准人体螫刺，来治疗某些疾
病，后来用化学或物理的方法提取蜂毒，
制成蜂毒制剂再应用。西溪南镇卫生院

蜂疗医生介绍说，“蜂疗是一种绿色疗法，
集针、药、灸三位于一体，对于治疗免疫和
神经系统疾病具有独特疗效。”蜂疗的推
出，在继承弘扬传统中医治疗养生文化的
同时，也给颈肩腰腿痛等患者带来了福
音。

·谢国洪 谢凤琴 吕支援·

黄 山 区 精 心 呵 护 古 树 名 木
日前，黄山区专门邀请古树复壮技术

专家到汤口镇山岔村，为一株 200 多年的
糙叶树“把脉问诊”，并实行树干除腐、涂
抹杀菌剂、树根施生根粉及生长素和输送
树木营养液等技术处理，以延长古树寿
命。

黄山区是全国重点林业区县，古树名

木资源十分丰富，境内分布着 209 株古树
名木。近年来，该区专门拨出资金，为每
棵树建立了管理档案，安装了统一的保护
牌，指定了专门管护人员。特别对一些生
长衰弱、病虫害严重的古树名木，该区还
聘请业内专家，量身定制救治方案，进行
专门管护。 ·王继忠 崔艳·

央视拍摄徽式月饼制作技艺
中秋前

夕，央视 13
套节目组一
行到黟县拍
摄徽式月饼
制 作 节 目 ，
旨在向国内

外传播徽州民间制作月饼工艺及过中秋
之习俗。

黟县传统月饼是徽州地区常见的月
饼种类，传承至今已有数百年历史。黟县
月饼分为两种，一种称生月，一种为苏
月。生月饼为高糖打面，并在饼面上撒有
白芝麻，苏月饼为炼油打面。央视工作人
员在黟县传统糕点作坊拍摄了市级非遗
传承人王娟娟母子制作月饼的整个流程，
并深入了解了徽式月饼所承载的内涵。

·叶晓青 胡晓耕·

王福宏检查“两节”假日旅游工作

百亩抛荒田秋收十万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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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明媚，秋高气爽。中秋佳节期间，徽
州区潜口镇蜀源村成千上万朵葵花向阳绽放，
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观赏，乐在其中。

9 月 20 日，笔者走进蜀源村，只见道路两
旁遍地黄花竞相绽放，随风摇曳，令人陶醉。
登高放眼望去，浩瀚的向日葵地里，犹如波涛
起伏的海，泛着金色的光芒，与蓝天、青山、牌
坊、古民居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画里乡村美景。
近看，一朵朵向日葵张开“笑脸”，淡淡的花香
引来了勤劳的蜜蜂，在花瓣上翩翩起舞。葵花
丛中，游客们或驻足观赏，或拍照留念，或穿行
花中，尽情放飞愉悦的心情，不时传来爽朗的
笑声。

“从小到大都没有看过这么多、这么大的
向日葵，非常震撼，非常惊艳。”市内游客胡荻
兰开心地说。话音刚落，摄影爱好者谢蓉接着
说，“蜀源这个地方很美，我经常过来拍摄，特
别是现在的向日葵开的一片金黄，衬着蓝天白

云非常非常漂亮，就像一幅油画一样。”
蜀源村自然风光优美，徽文化底蕴浓厚，

先后荣获“安徽省百佳生态村”、“全国农业旅
游示范点”等称号。今年为实施旅游“二创”、
打响休闲养生旅游品牌，村里在完善旅游基
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专门在进村的公路及石
板路两旁种植了观赏性向日葵 100 亩，着力
打造绝美的田园秋色景致，为 10 月 1 日蜀源
村生态休闲养生旅游正式开放营造浓厚的氛
围。

现在，蜀源村葵花已到了最佳观赏期，不
仅为今年“两节”平添了几分喜气，而且吸引
了大批游客和摄影爱好者，成为独特的旅游
亮点。

·谢国洪 李静雯·

本报讯 记者闫冲冲报道
9 月 17 日至 20 日，法国中国之
家旅行社考察团一行来我市考
察踩线，共商秋冬季黄山旅游
产品推广及双方明年旅游合作
事宜。

法国旅行商此行重点考察
了中法旅游合作协议框架下的
旅游产品与线路，包括徽州区
唐模、黟县碧山、宏村及《阿菊》
等。旅行商一行对我市丰富多
样的旅游业态与产品，尤其是

原汁原味的乡村旅游交口称
赞，表示将带更多的法国游客
来黄山休闲度假。据悉，法中
之家旅行社是法国对华出境游
第一旅游品牌，一直以来对黄
山旅游资源宣传和产品销售给
予不遗余力的支持。在上半年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禽流感疫
情等不利因素影响下，我市法
国入境客源市场仍保持较好态
势。1至 7月份，全市共接待法
国游客 25667人次。

9 月 19 日中午，来自天津市的游客乘坐 EMB190 飞机抵达
黄山机场。

为进一步满足中秋、国庆两节市场需求，当日，黄山机场携
手天津航空公司开通天津-黄山-海口定期航线。该航线班期
为每周二、四、六，机型为 EMB190（105座）。 余 勇/摄

宜 居 宜 业 更 宜 人宜 居 宜 业 更 宜 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汪海燕汪海燕

一栋栋鳞次栉比的高楼拔地而起，
一条条宽阔笔直的街道整洁靓丽，一个
个独具特色的广场悄然呈现，一座座风
格各异的居民小区令人流连……晨曦
里、华灯下，广场上游人如织，众多市民
随着欢快的音乐翩翩起舞，陶醉其中。

近年来，我市城市建设的成就有目
共睹，建设现代国际旅游城市的理想正
逐渐变成现实，并且愈发深邃而闪耀
……

夜幕下的新安江，华灯倒映、流光
溢彩、碧波荡漾。林廊清影、徽州照壁、
湖边古村落、摩崖石刻等节点……市
民、游客三三两两，休闲漫步、拍照留
念，陶醉在这一片“新安大好山水”之
中。从江中游，可欣赏如画美景；在岸
边行，能领略古徽风情。一个传统与现
代、自然与人文交相辉映的新景点展现
在世人眼前。

2008年 10月，市委、市政府在组织
市四套班子集体调研和广泛征求意见
的基础上，按照“整体规划、综合治理、
分步实施、梯次推进”的思路，决定启动
实施新安江延伸段综合开发工程。同
年 12 月 31 日，新安江延伸段综合开发
项目正式破土动工。这是我市“十大工
程”的首个项目，更是我市建设现代国
际旅游城市的亮剑工程、示范工程、精
品工程和富民工程。项目西起桃花岛，
东至花山谜窟景区，全长 16公里，集防
洪安保、生态建设、旅游开发、安居工程
为一体。

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高度
重视下，经过建设者们的艰苦奋战，昔
日偏僻杂乱的新安江延伸段如今已是
满目芳菲、碧水悠悠，建成的新安江公
园犹如山水画廊一般。人们既可以漫
步江边，领略古徽风情，还可以泛舟江

中，欣赏两岸美景。
在我市城市建设的发展历程中，新

安江延伸段综合开发项目无疑是最浓
墨重彩的一笔。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近几年来，我
市建成了以新安江延伸段为代表的一
大批休闲娱乐、文化旅游项目，大大提
升了广大人民群众幸福感。据统计，全
市（区县城）建设区面积达到 69平方公
里，比“十五”末增长了 51.42%；截至
目前，全市城镇化率达到 46.8%，初步
形成了以中心城区为中心、区县城关镇
和国家及省级试点镇为重点、中心镇为
骨干、一般建制镇为基础的布局合理、
组合有序、优势互补、持续发展的新型
城镇化体系。我市先后获得中国人居
环境奖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节水
型城市等多项荣誉称号。

在城市建设中，我市始终突出“科

学规划、有效保护、有序开发”的现代思
想，突出“简约素雅、清新舒适、大气协
调、健康和谐”的规划理念，突出旅游、
文化、生态“三位一体”的城市特色，突
出“整体协调、群体美感、单体大气”的
建设要求，以科学的理念塑造精、特、美
的一流城市。

从最近开始，家住屯溪阳湖的老杨
早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江心洲广
场上散步。特别是今年江心洲广场改造
后，满眼的绿色让他倍感舒畅，“绿色看
着就养眼、养心，现在市区到处都是绿
色，公园有绿色，马路有绿色，小区有绿
色，因为绿色，城市也越变越美了。”

近几年来，按照市委市政府开展绿
色质量提升工程的要求，我市城市建设
以立体绿化为主，实行“拆墙透绿、见缝
插绿、立体披绿”，进一步提高城市总体
绿量。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今年中秋，中央
电视台新闻频道在新媒体平台
上发起寻找“最美赏月地”征集
活动，9月 20日揭晓最终结果，
黄山新安江与北京卢沟桥、杭州
西湖、台湾日月潭等一同入选，
成为 15处最佳赏月地之一。

“秋光似练月如水，十里新
安月涝桥”。在 19日的央视直

播中，黄山新安江以独特的徽
文化魅力景观和明月美景吸引
社会各界的青睐，流光溢彩的
新安江沿岸，五彩斑斓的景观
亮化设施、丰富多彩的文艺演
出活动，品茶、听歌、弹琴赋诗、
赏月观景，描绘了一幅人们共
叙友情亲情、同享怡人之乐的
美妙意境。·赵俊燕 叶际辉·

黄山新安江入选央视“最美赏月地”

法国旅行商组团来我市考察踩线

蜀源葵花醉游人

△9 月 20 日，游人在蜀源古村落的向日
葵花前摄影留念。近日，徽州区潜口镇蜀源
古村落的万株向日葵花次第开放，在蓝天的
映衬下，与气势恢弘的蜀源牌坊群交相辉映，
吸引着众多游客前往观光。特约摄影 曹晓东

◁ 9 月 19
日，徽州潜口镇
蜀源盛开的向日
葵花。

潘 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