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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5日，除夕，休宁县陈霞
乡回溪村毕村二组，这个只有 20
多户人家的小山村一改往日的宁
静，欢笑声、问候声从清早起便不
绝于耳。这将是村民们在自家老
宅过的最后一个春节了。

65 岁的村民朱成兆一大早
便起了床，和老伴韩来好一起打
扫卫生，准备年夜饭。朱成兆是
地道的回溪人，初中文化的他能
写一手像样的毛笔字。“上联喜今
朝月潭水库大建设，下联望未来
移民生活更美好，横批实现中国
梦”青石门框上的这副春联就出
自他的手笔。

月潭水库是全国 172 项重点
水利项目之一，总投资 29.9亿元，
涉及休宁陈霞、海阳、溪口三个乡
镇。其中征地总规模 16627亩，土
地征收任务 12139.94亩，库区总计
需搬迁移民 1601户 7418人。水库
计划于2019年1月开始蓄水。

朱成兆所在的回溪村位于月
潭水库淹没区。水库建成后，他
家的老宅和大部分田地将被淹入
水底。对于移民搬迁，休宁县采
取了集中安置为主、分散安置和

城镇购房安置相结合的搬迁安

置方案。而朱成兆一家根据自身
情况选择了集中安置。新房子在
陈霞集镇安置点，大约 250 多平
方米，两层半的联排别墅。

当乡村干部走进家门洽谈移
民搬迁安置协议签订时，朱成兆毫
不犹豫便签下了协议。之后，他才
知道自己是组里第二个签协议的。
在他看来，作为一名党员，在面对国
家建设需要时，理应带好头。

乡村的暮色越来越浓，此起
彼伏的鞭炮声划破了寂寥的夜
空。朱成兆打开电视，一家边吃
边话着家常。“新房子还有点扫尾
事，再放上个几个月，就能住人了
……”儿子朱雪光说的最多的还
是城里新房装修的事，毕竟那将
是他未来的婚房。“陈霞安置点那
里建设蛮快的，听说能住 4000多
人呢。”朱成兆说起了安置点新房
的事，老伴接过了话，“是啊，新房
子 好 ，有 卫 生 间 ，又 亮 堂 ，真
好。”“安置房建好了还得装修，这
一时半会儿也住不成。我的想法
是，等城里新房能住了，我和你妈
一起进城去，我俩手脚勤快，养活
自己还是没有问题的。

（下转第二版）

歙县雄村镇的卖花渔村是徽
派盆景的发源地，农历大年三十
前后，家家户户依然一片忙碌，村
民们正用一双双巧手塑造着尺寸
间的浓缩景观。

2 月 12 日一早，笔者走进卖
花渔村。家家户户的院子里摆满
了盆景，有梅桩、罗汉松、虎刺等
等。个个俏丽俊逸，清雅脱俗，让
人觉得画中有画，景外有景。村
道上，不时有花农担着刚从山上
挖下的梅桩赶回家。

正是迎接新年的时候，卖花
渔村的村民们却迎来了忙碌的季
节，上盆、移栽、造型，还要销售。
今年 50 岁的洪继平一边摆弄着
盆景一边告诉我们，现在上盆造
型的是梅桩，是为今年下半年销
售做准备的，马上就要迎来梅花
盛开的季节，罗汉松也将迎来销
售高峰。而现在正是给梅桩上盆
移栽的好时节。

卖花渔村现有 200 多户、670
多人，家家户户拥有盆景园，少则
数千株，多则数万株。花农们已
与全国 20 多家花木公司建立了
长期业务合作关系，花木盆景远
销国内上海、深圳、天津等 20 多
个大中城市和东南亚地区。而梅

花盛开的季节，正是当地村民销
售的旺季。

随着盆景产业的发展，卖花
渔村的旅游业也开始慢慢发展起
来。尤其春节一过，前来赏花的
游客和摄影爱好者越来越多。这
几年，年客流量达到四五万人，日
客流量最多的时候有三四千人。

这些年来，盆景已经从卖花
渔村村民们的副业慢慢发展为主
业，房前屋后，几乎每一寸土地都
有盆景。2017 年，卖花渔村的盆
景产业总产值约为 1000 多万元
左右，人均盆景收入也超过两万
元。可观的收入让村里的一些年
轻人选择回村，继承盆景技艺。

今年 34 岁的村民洪少军以
前一直在外务工，几年前才回到
家乡“子承父业”。虽然从事这一
行的时间并不长，但洪少军却收
获不小，靠着伺弄盆景，洪少军不
仅在村里盖起了徽派小楼，而且
还在县城买了房。“盆景收入还不
错，比外面打工翻好几番，我家不
仅盖起了新房，还在县城也买了
房，都是靠这盆景。”

盆景的制作加工可是一个慢
活、细活、艺术活。

（下转第二版）

卖花渔村春意闹

库区移民话新春

本报讯 记 者 祁 俊 报 道 2 月 14
日，市长孔晓宏亲切看望慰问春节期间
坚守岗位的一线干部职工，督查春节黄
金周旅游备战、安全生产及市场供应等
工作，对大家的辛勤工作和敬业奉献表
示由衷感谢，并送上诚挚的新春祝福。
副市长李高峰等参加慰问和督查。

新春佳节，万家团圆。为了让全市
人民能过上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在一
些特殊的工作岗位上，全市仍然有许多
干部职工放弃休息，坚守岗位。

在广宇大桥环卫工人休息站，孔晓
宏高兴地与环卫工人一一握手，祝大家
新春快乐，对大家任劳任怨努力工作、为
城市环境整洁美化作出的贡献表示感
谢。他说，环卫工作是值得全社会尊重

的工作，环卫工人是我们敬爱的“城市美
容师”，春节期间环境卫生工作任务比平
时更重，希望环卫工人在做好城市保洁
的同时，也要保重身体、注意安全。

随后，孔晓宏分别来到市自来水公
司客服中心、黄山供电公司调度室、市政
务中心等地，向辛勤工作在一线的职工
表示亲切慰问，并提前致以新春祝福。
孔晓宏说，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也是与家人团聚、享受幸福的节日。供
水、供电事关千家万户，是民生事业的最
根本保障，要科学安排值班轮班，竭尽全
力保证春节期间百姓的用电和用水，真
情服务社会。

在中石化黄山石油分公司，孔晓宏察
看储油罐的安全和环保装置设施等，检查

了油库周边下坞连塘森林防火点防火工
作。孔晓宏说，安全工作责任重于泰山，
尤其是正值春节这一重要传统节日和安
全事故易发期，更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层层传导工作压力，逐级落实安全责任，
确保全市人民过上一个平安祥和的春节。

节日的永辉超市人头攒动、喜气洋
洋。孔晓宏详细询问工作人员物价、物
资供应、食品来源等情况，检查了消防等
安全保障措施，要求有关部门既要抓保
障，确保节日市场食品物资供应充足，又
要抓安全，从源头牢牢把住食品安全质
量关，真正实现“舌尖上的安全”。

在武警黄山消防支队，孔晓宏亲切
看望了广大消防官兵，希望大家在新的
一年里继续发扬连续作战、能打硬仗的

精神，加强训练和部队建设，以高度负责
的态度做好春节期间的消防安全保卫工
作，严格落实巡查检查及各项防范措施，
严格落实执勤备战制度，确保消防安全
万无一失。

春意融融的新安江滨水旅游景区张
灯结彩、景色宜人。孔晓宏察看了景区
旅游码头和游客服务中心，详细了解黄
金周旅游备战情况。他说，春节假日游
客量大，接待任务重。各地各有关部门
和旅游企业要把保障假日旅游安全作为
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给予高度重视，全
面落实安全工作职责，明确安全责任。
要从严从细，在每个岗位、每个环节落实
责任，切实做好旅游服务工作，让广大游
客和市民度过一个幸福欢乐的春节。

孔晓宏看望慰问坚守岗位一线干部职工

感谢辛勤奉献 送上新春祝福

本报讯 2 月 9 日上午，市人大常委
会党组召开 2017年度民主生活会。市人
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程迎峰主持会议
并作总结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
副主任叶正军、汪义生、黄仁麟、徐健玲，
党组成员、秘书长汪欣出席会议，副主任
叶长荫列席会议。

会议在前期组织学习研讨、广泛征求
意见、认真制定方案的基础上，紧扣这次
民主生活会主题，从严落实会议各项要
求。会上，程迎峰代表党组班子作对照检
查，认真查找问题，深刻剖析问题根源，明
确整改落实措施。随后，党组成员依次进
行对照检查。党组成员对照检查后，其他
同志对其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开门见山、
严肃认真；相互批评直言相告、出于公心，
贯彻了整风精神，体现着对党忠诚、为民
履职的思想态度和使命担当。

程迎峰在总结讲话中强调，要始终把

准方向，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丰富内涵，坚
定不移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
保人大工作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要认真抓好整改，针对党组班子及个人
查摆出的问题、相互提出的批评意见和
征求到的意见建议，认真进行梳理、列出
整 改 清 单 ，落 实 整 改 措 施、明 确 整 改 时
限，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要注
重统筹兼顾，以这次民主生活会为新的起
点，以即将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为抓手，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努
力通过学习教育，进一步增强忠诚干净担
当的意识，提高更好为民履职的能力，促
进建设更美丽更富裕更文明的现代化新
黄山。 ·周宣华·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 2017年度民主生活会
程迎峰主持会议

本报讯 2月 7日，市政协党组召开
2017年度民主生活会。市政协党组书记、
主席路海燕主持会议并作总结讲话，市政
协党组成员出席会议，副主席汪潇溪、吴
灵强、万国庆、洪祖根列席会议。

会议书面通报了 2016年度市政协党
组民主生活会和“讲重作”专题警示教育民
主生活会整改任务落实情况。市政协副主
席、党组副书记胡宁代表市政协党组作对
照检查，认真查摆问题，深入剖析根源，明
确了 5个方面整改措施。随后，党组成员
依次进行自我检查、党性分析，敞开胸
襟、开诚布公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客
观公正、认真负责地提出意见建议。

路海燕作总结讲话，指出这次民主
生活会各位党组成员紧密联系思想和工
作实际，勇于自我革命，自我画像“准”、
相互批评“真”、整改措施“实”，对于全面
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深入抓好党组

班子自身建设，增强班子凝聚力、战斗
力、向心力，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她
强调，要切实加强理论武装，坚持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
作，更加自觉地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压实管党治党责
任，党组成员要带头严格遵守党章党规
党纪，带头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实
施细则及省、市有关规定，驰而不息纠正

“四风”，严格落实党风廉政“一岗双责”，
更好地发挥“头雁”效应。要务实推进整
改提高，强化整改措施，落实整改责任，
务求思想得到提高、问题得到解决、工作
得到推动。要坚定地把中央及省、市委
的决策部署贯彻到政协工作全过程，自
觉做到市委、市政府的工作推进到哪里，
市政协的工作就跟进到哪里。·黄协言·

市政协党组召开 2017 年度民主生活会
路海燕主持会议

2 月 12 日，市“红色文艺轻骑兵”小分队来到歙县革命老区
岔口镇大坑源村慰问演出，《夫妻观灯》《江姐》《婆媳情》等节目
深受乡亲们喜爱。 潘成/摄

红色文艺轻骑兵 山乡演出受欢迎

香港“少年警讯”成员给习近平寄送新春贺卡

习近平回信祝福和勉励香港青少年
新华社北京2月 15日电 在春节

来临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 2 月 14 日
给香港“少年警讯”成员回信，感谢他
们寄送亲手制作的新春贺卡，勉励他
们好好学习、健康成长、早日成才，并
向香港广大青少年致以诚挚的问候和
节日的祝福。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很高兴收到
你们亲手制作的新春贺卡。你们很用
心，字也写得认真，你们的祝福让我很
感动，谢谢你们！

习近平指出，贺卡上的照片让我
想起了去年在“少年警讯”永久活动中
心跟你们见面的情景。你们个个朝气
蓬勃，展现了香港青少年向上向善的
精神风貌。祖国和香港的未来，寄托
在 年 轻 一 代 身 上 。 希 望 你 们 读 万 卷
书、行万里路，多学点历史，多了解点
国情，开阔视野，增长见识，锤炼本领，
早日成才，以实际行动服务香港、报效
国家。

“少年警讯”成立于 1974 年，是香

港警方下属组织，是对香港青少年进
行法治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平
台，迄今已累计吸引 100万名青少年参
与，会员超过 21万人。去年 6月 30日，
习近平在香港考察了“少年警讯”永久
活动中心暨青少年综合训练营，看望
了正在训练的香港青少年。近日，当
时参加见面活动的郭宏晞、罗颢凝等
22位“少年警讯”成员亲手制作了一张
新春贺卡，表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节日
祝福，并期望能与习主席再次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