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源头名片

罗家乡距离龙游县城13公里。发源于铜钵山的罗家溪穿境而
过，山清水秀，空气清新，森林覆盖率达86%，素有龙游后花园之称。
罗家乡茶叶种植历史悠久，现有茶园面积7200亩，是“中黄3号”龙游
黄茶的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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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媳妇罗家念“茶经”
记者 陈智勇 陈璇 郑理致 席晓平 黄紫依 报道组 罗意 通讯员 俞施

广东人以爱喝茶闻名，但对
出生在广东肇庆的陈洁华来说，
嫁到龙游县罗家乡荷村村之前，
对茶并不热衷，更不要说种茶制
茶懂茶了。

“现在虽然已经9月了，但天
气还是晴多雨少，正是除草的好
时机。”9月7日，陈洁华在茶园里
一边熟练地拔着杂草，一边同丈
夫刘尉兵商量着。听她一口地
道的龙游话，再看她“老茶农”的
干活架势，很多人都不相信她是
位广东媳妇。

“我的茶缘是嫁到龙游之后
才开始的。”陈洁华告诉记者，罗
家乡有种植茶叶的传统，丈夫刘
尉兵有一定的种茶、制茶经验，
他们的创业就从收购茶青制茶
开始，但创业之初还是接连碰
壁。由于各个农户茶园管理不
规范、炒制工序不到位，导致茶
叶品质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
价格上不去。“最难的时候，价
值 1 万多元的干茶都积压在
家里，连续滞销 30多天。”

为了做出精品黄茶，陈洁

华夫妇开始苦学黄茶制作技
艺。经过不断学习和实践，他
们的制茶手艺突飞猛进。“炒制
茶叶看似简单，实则奥妙无
穷。比如‘杀青’，铁锅的温度
须控制在 260摄氏度左右，火温
要相对稳定……”现在说起炒
制工艺，陈洁华头头是道，早已
从当初经常炒糊茶叶的“菜鸟”
变成了能准确炒到激发出黄茶
浓郁香气的“大师”。

2015年，在乡党委政府的鼓
励下，陈洁华夫妇创立了云鼎茶
业专业合作社，引进专业的制茶
机器，提高黄茶加工效率，也帮助
附近的村民加工茶叶。经过多年
实践，他们深知只有规范种植管
理的茶园才能种出高品质黄茶，
于是在2017年，陈洁华夫妇咬牙
拿出大半家财，流转了二十几亩
土地，开启了种茶之路。在不断
地向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农户交流
学习过程中，夫妻俩的茶园被打
理得越来越好，他们也成了村里
有名的种茶好手。

现在，采茶旺季时，云鼎合作

社每天要雇30多名采茶工，每人
每天有 200元至 400元的工资。
村里不少村民跟着陈洁华夫妇
一起种黄茶。作为村干部、“老
茶农”，陈洁华和丈夫将自己多
年来的种茶经验倾囊相授，积极
为村民答疑解惑。今年，云鼎合
作社还办下了SC食品生产许可
证，陈洁华的目标更远、思路更广
了。最近，她在关注罗家乡的“共
富茶园”项目，希望能参与其中。

“她肯定有机会。”罗家乡党
委书记陈俊梁说，共富茶园目前
在席家村试点，实行“认养企业+
品牌公司+村集体+农户”模式，2
亩茶园为一个认养单位，认养企

业每年出资5万元，可获取认养茶
园专供的龙游黄茶25公斤。一位
村民流转2亩茶园参与共富茶园
项目，一年可获得土地租金1500
元左右，通过参与采茶和茶园管
理每年能有四五万元的收入。“接
下来共富茶园模式会在全乡推
广，吸纳更多的合作社、农户参
与其中。”

日前，陈洁华正积极与乡里
沟通，希望能投身龙游“共富
茶”引领山海协作精准帮扶模
式，为家乡走出一条造血帮扶、
双向互动、合作共赢发展之路出
一份力。

陈洁华（右）在自家茶园里介绍龙游黄茶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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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工作部专稿

本报讯（记者 郑菁菁） 9月 20日
至 2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浙江中
心组第三小组来衢开展专题调研。省
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梁黎明参
加调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国升等陪
同调研。

在衢期间，调研组先后来到江山市
石门镇清漾村、清湖古镇、浙江研一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常山县“两山合作
社”、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昌乡达塘村以
及浙大衢州“两院”等地实地调研，详细
了解衢州在共同富裕、项目建设、城乡
面貌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在专题调研
座谈会上，调研组仔细听取了衢州市政
府相关工作情况介绍，并围绕产业发
展、乡村振兴、城市赋能等方面进行了
交流发言。

梁黎明充分肯定了衢州经济社会
发展所取得的成果。她指出，近年来，
衢州市委市政府围绕“全力打造四省边
际中心城市”的战略定位，一任接着一
任干，在港口枢纽、杭衢高铁、科研平台
等方面高站位高标准谋划推进，在加快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着力提升城市能
级、改革创新激发活力、营造开放包容
发展环境等方面加大力度，进一步营造
了法治公平公开的营商环境，加快了大
项目、大产业、大平台集聚，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迎来了高质量
发展。

梁黎明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政
浙江期间提出了作为浙江省域治理总
方略的“八八战略”，对衢州提出了一系
列具体要求。衢州要牢记殷殷嘱托，勇
担使命责任，按照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感
恩奋进、接续前进，奋力走出一条具有
衢州特色的共同富裕之路。要锚定坐
标方位，把握好发力重点，做好重大产
业培育打造、改革引领创新驱动、民生
优享文化先行、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等文
章，不断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

梁黎明要求，要突出法治引领，强
化整体合力，围绕省党代会提出的“八
个高地”“十个着力”的目标任务以及经
济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充分发挥人大
在法治建设中的优势和作用，强化法规
制度的集成供给，用好人大监督职权，

推动省委、市委决策部署贯彻实施以及法律法规有效执行。要深入践行全过
程人民民主，支持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唯实惟先、善作善成，广泛凝聚各方智
慧和力量，为奋力推进“两个先行”提供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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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在
第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
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
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
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
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指出，今年，我们克服

去年北方罕见秋雨秋汛、冬小麦大
面积晚播、局地发生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应对南方局部严重高温干旱
挑战，实现夏粮、早稻增产，粮食生
产有望再获丰收。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三农”工
作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强化粮

食安全保障，稳住农业基本盘，巩
固拓展好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
乡村振兴，推动实现农村更富裕、
生活更幸福、乡村更美丽。全国广
大农民要积极投身加快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实践，让日子越过越红
火、生活更上一层楼！

在第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
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

本报讯（记者 章卫平 通讯员
韩月华 程慕楠）近日，记者来到以
孝治村闻名的开化县杨林镇东坑口
村，在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四楼的幸
福食堂里，五六十位老人或怡然自得
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或在餐厅里享
用着三菜一汤。84岁的李金明老人
说，自己的几个子女都在外地工作，
他和老伴每天都在这里吃中饭和晚
饭，每餐每人只要支付3元钱，更让
他惊喜的是，镇村干部还为他们办
了“爱心卡”，“真是越老越享福！”

老人所提的“爱心卡”，是杨林
镇新近推出的普惠型养老服务新模
式，在现有养老服务补贴制度的基
础上，以“颐养银色分”等形式，为
60周岁以上失智失能及 80周岁以
上老年人提供助餐、助浴、助洁、助
行、助医、助急等养老服务。目前已
在东坑口村、云山桥村、霞光村3个
村试点推开。

杨林镇共有 11个村，1.6万人
口，全镇经济困难家庭 60周岁以
上失智失能及高龄老年人 40名，
其他 60周岁以上失智失能及高龄
老年人 214名。作为“浙里康养”
市级试点，结合东坑口村良好的养
老实践经验基础，该镇对山区养老
服务工作进行创新探索，在“爱心
卡”发放设计上，按“颐养银色分”

“孝心黄色分”“善行红色分”等三
色分，其中“孝心分”黄色爱心卡，
针对履行赡养、扶养义务的老年
人子女或其他依法负有赡养、扶
养义务的对象进行发放。建立爱
亲孝老“孝心分”评分细则，根据
子女对老年人赡养义务的履行情
况，由村对其实行正反双向赋
分。孝心分可作为参加孝老爱亲
评选，优先入党、参军和安排宅基
地等的参考依据，年底清零。“善
行分”红色爱心卡，针对热心参与

公益性养老服务活动的党员干
部、志愿者、社会爱心人士等进行
发放。建立爱心孝老“善行分”评
分细则，由村根据志愿者参与情况
给予赋分。善行分可以兑换一定
的物品，也可存入“时间银行”，兑
换未来同等服务。

“爱心卡”发放优先保障高龄、
失智失能老年人服务需求，每月发
放 100至 500不等“爱心分”，1个

“爱心分”可兑换1元人民币等值服
务。同时，建立“爱心卡”资金池，按
照政府投入30%、集体补贴25%、乡
贤捐赠 25%、家庭自费 20%比例实
现资金保障。老年人用“爱心卡”，
可通过电话下单、线上点单、线下购
买等形式，在准入的服务机构选择

养老服务项目，也可用于入住养老
机构的床位费、护理费等结算。目
前，全镇已为96名符合条件对象申
领办理“爱心卡”。

杨林镇党委相关负责人说，新
模式突出需求导向，精准服务，在助
老养老上充分体现各方共同参与关
爱，倡导以家庭为主体孝善传承。
同时，激发社会力量参与，通过志愿
服务等多形式丰富养老服务供给。
目前，杨林镇已成立“杨帆”强村公
司提供专业化服务。组建“红色助
老团”“橙色为老团”“白色健老团”

“银龄帮帮团”等队伍，由各村党支
部组织牵头，全镇党员、巾帼志愿
者、家庭医生、老年协会参与，目前
已有100余名成员。

喜 迎 二 十 大

孝心善行能亮分兑现

杨林镇试水养老服务“爱心卡”模式

本报讯 （记者 吴建邦 报道
组 蒋君 通讯员 邱柏源 姜齐浩）
9月 19日，位于江山市峡口生态工
业功能区的开洋全屋定制产业园项
目（二期）施工现场，挖掘机、推土机
等大型机械的轰鸣声此起彼伏，工
人们正在新浇筑好的混凝土地基上
架构模板。

开洋全屋定制产业园项目是江
山市重大投资项目，规划面积 1090
亩，今年新供地 54亩。由于现场地
势限制及周边土地开发，大型机械
无法进入项目施工区域，导致土地
出让后不具备建设条件。为了抢抓
项目进度，更好地服务企业，峡口镇
党委政府迅速组建项目推进专班，
与 20余户农户进行谈判，经过 1个
多月时间做好了政策处理工作，随
后紧锣密鼓建成长 300米、宽 10米
的施工便道，产业园项目顺利推进。

8月 29日，江山市举行 2022年
重大项目“双百三抢”专项行动部署
会，聚焦该市百个重大项目，全力开
展百日攻坚，抢进度、抢开工、抢前
期。力争今年 11月底前，一批在建
项目加快进度，一批新建项目动工
建设，一批前期项目深化推进，一批

争列项目谋划储备，形成固定资产
投资 80亿元以上，有效夯实经济稳
进提质工作基础。

自“双百三抢”行动开展以来，
江山市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围
绕“开工-入库-出数”三个环节，完
善领导挂联、分口负责、专班推进、
一线攻坚、闭环督办等工作机制，落
实全要素保障和全流程服务，组织
开展重点项目建设“亮晒比学”活
动，对照项目清单、时点清单和责任
清单，建立定期研判、协调交办、定
时通报机制，全面提升重大项目推
进速度。此外，为确保“双百三抢”
行动落到实处，江山市建立奖惩机
制，实行重大项目挂牌督战、半月
红黄牌预警、每月排名进位等奖惩
措施。

在贺村镇异地搬迁保障性公寓
楼（三期）项目建设过程中，针对项
目建设前期遇到的临时用电等问
题，贺村镇根据“发现问题 1小时内
反馈解决”要求，第一时间调度发
电机 6台、抽水机 30余台，全力保
障土方开挖、喷锚等工作开展。借
助“双百三抢”行动劲风，该项目进
度较施工计划节点提前15天。

江山“双百三抢”
助推重大项目加速跑

御风而行
拉开色彩缤纷的滑翔

伞，在草坪上奔跑、起飞，在
蓝天下御风而行……9月21
日上午，在智慧新城草坪公
园，一群年轻人在此进行
滑翔伞训练，畅享飞行的
乐趣。

记者 刘芸
通讯员 韩林颖 摄

光影这十年
详见今日第3版至第6版

喜迎党的二十大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