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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婷背着洋气的坤包，一瘸
一拐地上。】

李婷：俗话讲得一点没错，男
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我那老公
黄伟入的啥行？用诗意的话说，是
黄山的美容师，用文雅的话说，是
黄山风景区的保洁员，用通俗的话
说，就是个清洁工!工作又脏又累，
工资还低，十天半月回不了一次太
平的家，我差不多成留守妇女了，
孩子也像个没爹的伢!想我当初在
女同学中人称“一枝花”，可现在倒
好，其他女同学不是嫁了老板经
理，就是嫁了公务员，只有我跟了
这么个没出息的，整天在黄山上蹿
下跳捡垃圾，大名没人叫啦，都喊
他猴子!那我是啥？母猴子？我这
口气再也憋不下去了！这不，我来
黄山找黄伟，协议书都带来了，我
要跟他离婚！哎呦，哎呦，我这脚
酸痛的……

【黄伟吃力地背一气质高雅、
知识分子模样的老太太上。】

李婷正呼呼喘气，见此情景：
这猴子啥时又变成猪八戒，背上媳
妇啦？(走近看清)是个老太太!

李婷上前招呼黄伟：猴子!
黄 伟 放 下 老 太 ，惊 喜 地 ：婷

婷！你怎么来啦？也不事先打个
电话，我好下山接你！哦，一定是
想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

李婷冷淡地：你想得倒美!为
你这样的人值得吗？

老太太接话：怎不值得？黄伟
同志真是个难得的好人，见我不小
心崴了脚，硬把我背上百步云梯，
说上一次黄山不容易，无限风光在
险峰，决不能轻言放弃呢！你是小
黄的爱人吧？

李婷点点头，赶紧又摇摇头：
过去是，现在还是，马上就不是了。

老太太诧异，不解。
黄伟一头雾水，摸了一下李婷

额头：你别吓我，婷婷，你发烧说胡
话不是？我去给你买退烧药。

李婷随手从坤包里摸出一张
纸，看也没看，递给黄伟：你才说胡
话呢！这是离婚协议书，你签字
吧。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
还凑合下去有什么意义？

老太太急打圆场：婚姻可不是
儿戏，得三思而后行呐!天上下雨地
下流，小夫妻没有隔夜仇。夫妻同
心，其利断金。有什么事讲开之后
都会好起来的!

黄伟作痛苦状，颤抖地从李婷
手中接过纸片：好，好，我签。其实
我早有预感。祝你……幸福!

【一阵山风猛然刮过来，吹跑
了那张纸片，坠落崖下】

李婷发出惊呼。
黄伟麻利地将随身带着的绳

索，一头拴在一块岩石上，一头系
在自己腰间，边缒下悬崖边说：别
急，别慌，我这就下坠到悬崖下帮
你捡起来。黄山是全国文明山，可

容不得一丝一毫的不洁和污染!
老太太惊呼：危险！小黄千万

小心——你干嘛不把绳子拴在松
树上？拴石头上万一磨断了……
（气愤地怒目李婷）

黄伟答：黄山松可是黄山的宝
贝呢！

李婷吓得闭上眼睛，情不自禁
地：猴子——，你真够傻的！当心
脚下，注意安全!

黄伟作悬崖荡秋千状，终将那
张刮落的纸片拾起，重新回到崖
顶，掏出笔来准备签字。

李婷忽然一声：慢着!（夺过纸
片，看了看）弄岔啦!这是招聘大堂
经理的面试通知书。(翻坤包)离
婚协议书还在包里呢!

黄伟喉咙发硬，动情地：婷婷，
你做事咋总这么毛毛躁躁？以后
我不在身边了，你可要多保重自
己！代我好好照顾培养我们的宝
贝女儿。生活费我会按时汇去
的。大家都叫我猴子，我真的是黄
山顶上的一只猴子，猴子望太平，
望太平干什么？那里有我心爱的
妻子和孩子啊！我不是不想家，不
顾家，黄山也时刻离不开我呀！因
为我们是黄山美容师！不说这些
了，协议书呢？我这就签字……

李婷眼含热泪，突然发疯般将
离婚协议书撕成碎屑，欲抛向谷
底，黄伟和老太太同时惊呼、制止，
李婷顿有所悟，转身把纸屑丢进垃
圾箱里。

老太太开心地紧紧拉住李婷
的手：不离啦？

李婷难为情地：要是真离了，
猴子还望什么太平？

黄伟悲喜交集，一把搂住李
婷：婷婷，你真好！我就知道你不
会真离开我的！我以后一定多陪
陪你和孩子。

李婷频频点头：嗯，工作、家庭
两不误，但要一如既往地当好你的
黄山美容师哦！因为，我们都是

“黄山人”！
黄伟打趣道：婷婷，你也是“黄

山人”？
李婷骄傲地：我既是土生土长

的黄山市人，还有可能马上成为你
们黄山风景区的人呢！(一扬手里的
纸片)这可是黄山太平轩辕国际大酒
店招聘大堂经理的面试通知书。

老太太与黄伟异口同声：好!
李婷：好什么好？我紧张得心

都跳到嗓子眼了。
老太太神秘地微笑道：明天我

也在面试考场。
黄伟好奇地：阿姨，您也应聘

我们黄山的大堂经理？
李婷娇嗔地打黄伟一下：说你傻，

你真傻。阿姨莫非是面试的主考官？
老太太笑言道：其实，眼下不

正是一场最好的考试吗？
三人笑了起来，笑声在云海松

涛间久久回荡……

爱 在 黄 山 (小品)
□ 袁良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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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并从五个方面就

“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
兴盛”做出决策部署；十九大报告同时指
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
根本性问题”，要“坚定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的总要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对于黄山来说，这不仅为保护传
承徽州文化和推进乡村振兴指明了方向，
而且为推进二者融合打开了通道、开辟了
新途。

一、坚持徽文化的活化利用，助推乡
村产业兴旺

十九大报告强调“推动文化事业和文
化产业发展”，明确要求“健全现代文化产
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创新生产经营机制，
完 善 文 化 经 济 政 策 ，培 育 新 型 文 化 业
态”。立足黄山实际，就是要依托徽文化
宝贵资源，着眼产业化方向，以培育新型
文化业态为抓手，推动徽州传统文化产品
向现代化文化产业转变；推动徽州传统文
化资源与生态、旅游相结合，丰富旅游文
化业态，壮大文化旅游产业；推动徽州传
统文化内核与互联网、物联网等等结合，
发展文创产业等。

一是利用徽州古村落、徽派建筑等文
化遗存，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徽州古村、
古桥、古塔、古建筑等（大量散布于乡村之
中，是精品旅游资源，可通过开发特色小
镇、写生基地，发展民宿客栈等方式，推动
乡村自驾游、休闲游和健康养生游等发
展。二是壮大“非遗”传承人队伍，做强

“非遗”产业。徽州罗盘和“徽州三雕”等
非遗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生产技艺和传
承人队伍散布民间，按照规模化和品牌化
等理念，在继承中创新，可以在推动传承
人队伍建设的同时，实现“非遗”产品的
产业化，增加农民收入。三是挖掘徽文
化特色元素，创新文创新业态。一方面，
深入挖掘徽文化精神内涵，提炼徽文化
特色元素，结合现代信息和传媒技术，可
打造如《宏村阿菊》等大型实景文化演出
产品；另一方面，深入挖掘傩戏、叠罗汉、
板凳龙等徽州传统民俗活动，以打造特
色民俗产品等新业态。

二、加强徽文化的保护传承，助推乡
村生态宜居

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文物保护利
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加强徽文化
的保护传承，既要从文化遗存自身出发，
抓好物质层面的修缮维护传承工作；更
要立足全市文化遗存广泛分布的特点，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局中来推进，
以徽文化智慧助推生态宜居，在推进乡
村生态宜居中更好实现徽文化保护传
承。

一是坚持徽派建筑的保护利用。徽
州古建筑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是生态宜居的题中之意。近年来，我市
以“百村千幢”古民居保护利用工程和徽
州古建筑保护利用工程等为抓手，从产
权流转、技术攻关和活态利用等入手，加
大古民居、古村落等保护，守住了徽州村
落的独特精致之美和良好的人居环境。
二是传承徽州文化的生态理念。徽州文
化贯穿了与自然、与山水、与田园以及人
际间融合思想，体现了对自然的尊重，如
西递、宏村等古村落的建筑美学，如祁门
环砂的放生池等等；这些对于我们今天
的乡村建设规划、生产生活方式和生态
环境保护等都有很好借鉴意义，值得在
乡村振兴战略中传承发扬。三是借鉴徽
州古人的发展智慧。徽州自古山多地
少，徽州先人在生存发展过程中，没有走
破坏自然的路子，而是最大限度利用山
区特产资源，经商读书，既在外创造 300
年无徽不成镇的神话，又用经商所得财
富反哺家乡，保护了生态环境，创造了徽
州文化。这种发展方式，可谓是绿色模
式。

三、挖掘徽文化的道德内核，助推乡
风文明

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入挖掘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
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
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我们要按照十九大的决策部署，深入挖
掘徽文化中蕴含的优秀的思想观念、人
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
新。特别是徽州历来崇文重教，百姓群
众的行为习惯、思想观念受徽文化影响
较深，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乡风文
明中，徽文化无疑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是发挥历史名人的示范作用，引
导向上向善。徽州历史上，有忠君爱国、
正直无私、清贫俭朴的“清官廉吏”，如明
朝黟县人胡寿安担任信阳知县，在自住
院内挖地种菜，补贴日用，人称“菜知
县”；有拾金不昧的举人，如明朝休宁商
山人吴清拾金不昧，后人为纪念他修建

“还金亭”；有拿出辛苦积攒的钱财修桥铺
路、捐资助学、助老助穷的徽商；有独守家
中、侍奉公婆的徽州女人；这些人所具有
的道德品行，有助于今天引导村民向上向
善、孝老爱亲和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二
是发挥徽文化的教化作用，淳朴村风民

风。徽州人长期受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熏
陶 ,十分重视品德“教化”，如重视家风，西
递敬爱堂悬挂的朱熹所书的“孝”字，传递
的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人文信仰；
如重视读书，“几百载人家无非积善，第
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徽州是“程朱阙里、
理学故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徽州
仕、儒、贾、庶等共奉的核心价值观；如重
视行业道德，徽商贾而好儒，以诚待人，
以信接物，以义为利，讲究的是诚信守信
……这些思想、观念和品德，对于今天推
进乡村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
建设仍具有时代意义和作用。三是挖掘

“非遗”民俗的时代价值，丰富乡土文
化。十九大报告指出，“满足人民过上美
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
食粮”。历史上徽州乡土民俗文化产品
众多，目连戏、徽剧，叠罗汉、板凳龙、庙
会、灯彩等，今天通过系统挖掘、创新载
体、特色发展，能够不断丰富群众文化娱
乐生活。

四、借鉴徽文化的乡贤乡约，助推乡
村有效治理

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农村基层基
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
村治理体系”。乡村治理的关键处、乡村
治理的方向标就是自治、法治、德治相结
合。从徽州乡村历史发展进程看，自治和
德治极为重要。徽州 5000 村，很长历史
时期内大部分村庄都保持了传承稳定，其
中的原因，除了徽州有天赐的自然屏障，
难以受到战争破坏外，儒家文化的精神凝
聚，宗族的群体维系，乡贤的牵头作用，村
规民约的自觉约束等，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这些，构成徽文化的重要部分，包含
着乡村自治和德治的内容，今天，利用这
些资源，打造村史馆、乡贤馆、名人馆等，
可以有效助推乡村治理：

一是用好徽文化的道德力量。当前，
乡村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主体由稳定性
向流动性转变，社会生活由同质性向异质
性转变，社会空间由地域性向公共性转
变，社会关系由熟悉性向陌生性转变，社
会结构由紧密性向松散性转变，但以乡为
基点的活动空间和以土为基础的生存依
托没有变，由此，传统优秀文化作用需要
再传承加强。儒家思想讲求的人与人和
谐共处、和谐共生，温良恭俭让等；徽州历
史上由朱熹理学、戴震朴学和胡适新学以
及徽州人长期实践中所形成的勤劳、节
俭、仁爱、忍让、抗争、奋进、爱故土、重礼
义、守信用等道德品质，在今天乡村治理
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二是用好

乡贤的人格力量。徽州历史上的“乡贤”，
大体由深孚众望的长者、为善一方的乡
绅、隐居向学的大儒和诚信朴实的民众等
组成，他们之所以能发挥作用，在于自身
的人格魅力、道德操守、处事能力和村民
认同。随着时代变迁，今天的新乡贤群体
需要从叶落归根的离退休人员、务工回乡
的创业人员、家风优秀的大族后裔、长期
担任村“两委”干部的人员、乡村能人中来
重构。其作用，就是风气教化的实施者、
公共服务的牵头者、纠纷矛盾的调解者、
时代风气的引领者、村庄形象的代表者。
三是用好村规民约的约束力量。徽州历
史上，村民自治是较为广泛存在的，表现
较为普遍的就是各类村规民约，比如禁
渔、禁猎、禁山、禁毒、禁赌、禁止虐待老人
等石碑，比如杀猪封山等习俗，比如各类
祠堂祠规、家谱家规等，剔除其中的封建
内容，其中不少对于我们今天乡村思想道
德建设、特别是乡村治理有着积极的借鉴
作用。

五、挖掘徽文化的时代价值，助推村
民生活富裕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兴国运兴，
文化强民族强”。乡村振兴战略，涵盖经
济、政治、社会、生态、文化等多个领域，是
关乎农村产业、生态、文化等建设的系统
工程，其中，如何让乡土文化回归并为乡
村振兴提供动力、让农耕文化为经济发展
提供支持支撑，助力村民生活富裕是摆在
我们面前的时代课题。

一是坚持一条思路。着眼构建黄山
市“大文化、大旅游、大市场、大产业”新格
局，坚定不移地推进自然生态、徽文化资
源和丰富物产等相结合，推进乡村振兴。
二是突出四种模式。立足黄山和各乡村
实际，通过“文化+旅游”、“文化+产业”、

“文化+休闲度假”、“文化+互联网”等模
式，创新乡村经济业态。三是壮大五大产
业。着重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民宿客栈产
业、“非遗”文化产业、民俗表演产业和电
商产业。四是打造五支队伍。要着重培
养“非遗”传承人队伍、徽文化专业研究队
伍、徽州民间技艺人才队伍、市场策划营
销队伍、文化产业经理人队伍。五是协调
四种关系。发挥徽文化时代价值，不是简
单的破立、取舍和扬弃，需要处理好传统
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不能非此即彼、
相互对立；保护利用与农民利益的关系，
让农民共享发展成果；生产生活与文化遗
产开发利用之间的关系，不能以牺牲土地
和生态环境为代价；多方努力与协同共进
的关系，不能各自为政开发利用文化遗
产。

坚定文化坚定文化自信自信 推进乡村振兴推进乡村振兴
□ 陆 群

债权转让通知书
黄山市黄山区太平湖国龙宾馆、韩建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
规定，以及我司与黄山市黄山区银丰小额
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于日前达成的《债权转
让协议》，现将我司对你方所享有的（2015）
屯民一初字第 01745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
截止至 2017年 12月 27日尚未履行的债务
本息、费用等债权，依法转让给黄山市黄山
区银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转让
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请你方
自接到本《债权转让通知书》后，立即向黄
山市黄山区银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履
行相关义务。

特此通知
债权让与人：黄山市屯溪实邦小额贷

款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人：黄山市黄山区银丰小额贷款

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0559-8536922
黄山市屯溪实邦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12月 28日

黄山日报社招聘启事
为加快推进报社人才队伍建设，引

进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现面向社会招
聘新闻采编人员 4名、会计人员 2名、文
案策划人员 1名。具体内容如下：

一、招聘岗位描述
黄山日报社聘用 4人，其中新闻采

编人员 2 人，会计 2 人；报社广告部聘
用 3 人，其中宣传采编人员 2 人，文案
策划人员 1 人。采编及文案策划人员
除每月基本工资外，按报社现有绩效
体系量化考核，其他福利待遇均参照
报社聘用人员福利待遇执行；会计人
员基本工资及绩效参照报社在编人员
执行。采编及文案策划人员具体岗位
分配由单位统筹安排。

二、招聘要求
1.遵守宪法和法律，具有较强的政

治意识和大局意识，工作认真负责、思
维清晰敏捷，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2.新闻编辑采编和文案策划需本
科及以上学历，新闻学、汉语言文学、
经济学、法律学及相关专业，年龄在 30
岁以下。会计需本科及以上学历，财
务管理、会计学及相关专业，年龄在 30
岁以下，非报社职工直系亲属。

3.五官端正、形象大方、普通话标
准 。 具 备 良 好 的 语 言 及 文 字 表 达 能
力、组织协调能力、策划与执行能力；

4.稳定踏实，细致认真，具有较高
的职业素养和敬业精神，较强的团队
合作意识，较好的沟通能力。

三、报名及资格审查
（一）报名采用现场报名和网络报

名的方式（两者二选一）进行，现场报
名时间为 2017 年 1 月 2 日—2017 年 1
月 10 日正常上班时间，网络报名时间
为 2017 年 1 月 2 日—2017 年 1 月 10 日
17:30 止，逾期不再补报。鼓励采用现
场报名方式报名。

（二）现场报名地点为黄山日报社
办公室（屯溪区天都大道 10号 15楼）。

（三）每位报考人员限报一个岗位，
并使用本人同一有效身份证件（居民身
份证、护照）进行报名和参加考试。

（四）报名时需携带相关材料：本
人有效身份证件、学历（学位）证书、专
业技术资格证书等原件及复印件，以
及报名岗位所需要的其他相关证明材
料，并携带 1寸近期彩色照片 3张。

（五）网络报名请将以上材料电子
版 发 至 报 社 办 公 室 邮 箱 ：www.hsrbb⁃
gs@163.com

本次报名不收取应聘者报名及考
试费用。

（六）报社办公室负责对报名人员
进行资格审查。

（七）报考人数与岗位招聘数的比
例不低于 2:1。不足规定开考比例的，
取消或核减该岗位招聘计划数。

四、笔试及面试
笔试及面试由报社组织实施。笔

试内容主要为各岗位专业知识测试，

满分 100分。面试满分为 100分，面试
成绩当场向应聘者公布。面试除个别
岗位采取专业技能面试方式进行主要
考察应聘者实际执行能力外，一般采
取结构化面试方式进行，主要考察应
聘者语言表达能力、应变能力、应聘岗
位的专业知识等。为保证应聘人员基
本素质，面试设定最低分，面试成绩须
达到 60 分以上（含 60 分）,方可进入体
检与考察程序。

笔试面试具体时间另行通知。应
聘人员最终成绩依照笔试成绩占 40%与
面试成绩占 60%合成确定。报社将按照
从高分到低分，按 1:1的比例等额确定进
入体检、考察的人选。对体检、考察出现
缺额的，按照规定程序，在同一招聘岗
位面试人员中，按照考试最终合成成绩
从高分到低分依次等额递补。体检及
考察合格后签订劳务用工合同。

五、有关事项
本公告由黄山日报社负责解释。
本次招聘统一组织的考试不指定

任何教材、复习资料。
本次招聘接受市纪委驻宣传部纪

检组全程监督。
报名联系电话：0559-2583933
联系人：吴鸿杰
政策咨询电话：0559-2583921
联系人：潘桢祥

黄山日报社
2017年 12月 28日

祁门县 2017年新增耕地验收确认明细表2017 年祁门县国土资源局组
织实施 2个新增耕地项目，项目区
分别位于芦溪乡奇口村、闪里镇坑
口村，总建设规模 7.3301公顷，新
增耕地面积 5.4595 公顷，总投资
147.11万元。现根据相关规定，予
以公示。公示期 2017 年 12 月 29
日-2018年1月3日。如有意见请于
2018年1月3日前向祁门县国土资源
局反映，联系电话0559-4516730。

祁门县国土资源局
2017年 12月 29日

公 示

单位：公顷、万元

序号

1

2

项目名称

祁门县芦溪乡奇口村内
陆滩涂开发项目

祁门县闪里镇坑口村内
陆滩涂开发项目

合 计

图幅号

H50G05
5056

H50G05
2054

项目
投资

134.84

12.27

147.11

项目
规模

5.6889

1.6412

7.3301

新增耕地面积

3.9169

1.5426

5.4595

备注

简明新闻简明新闻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 28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回国参加
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全体使节并发
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外交工
作取得的成就，要求使节们深刻领会党的十九
大精神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确
认识当今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深入推进中国
特色大国外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
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杨洁篪陪同接见。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28
日在北京会见来华出席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
第七次会议的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
公明党干事长井上义久及其率领的代表团。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
议 27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农民专业合作
社法、烟叶税法、船舶吨税法，通过了关于修
改招标投标法、计量法的决定，国家主席习近
平分别签署第 83、84、85、86号主席令予以公
布。张德江委员长主持会议。·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