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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氏宗亲欢聚一堂

干部带头督导 妇女老协助力

马山前因地制宜做好垃圾分类
□记者 张庆
本报讯 今年，横店镇马山前村变化日新月异：环境少了脏乱，多了整洁；池塘少了“死气”，多了活水……10 日，马山前村村民信
心十足，迎接垃圾分类验收抽查，希望为村子美丽乡村建设再添亮眼成绩。
近日，记者走进马山前村，只见家家
户户门前都整齐摆放着两只分类垃圾桶，
清爽整洁。村子池塘边，生态洗衣房正在
紧锣密鼓建设中。
据了解，换届选举后，马山前村就开
展了一次轰轰烈烈的环境大整治行动，为
村子风貌提升奠定了良好基础。可是，美
丽环境的维护不能只依靠一时的整治，还
需要长效的管理。因此，垃圾分类也于 7 月

提上了马山前村干部的工作日程。
8 月，
小区两委会干部开始垃圾分类入户
宣传，
让村民凝成共识，
对垃圾分类入户有个
基本认识。随后，
小区两委会联合老协、妇代
会，组成 4 个垃圾分类督导小组，每星期开展
一次及其以上垃圾分类行动。9 月，
垃圾分类
督导小组更是轮流每日开展活动。
“我们村是书记带头干，每次督导活动
都安排在村民上班前和下班后，大家也都

干劲十足。
”村妇女主任王丽萍告诉记者。
一开始，督导小组入户指导垃圾分类
时，许多村民“不感冒”，还埋怨“没事找
事干”。如今，来到农户家，大家都会自觉
打开垃圾桶，接受检查和指导。
其间，督导组成员下了不少功夫。像
王丽萍平时住在横店镇区，但为了村子垃
圾分类工作，她三天两头就要回村子一
趟。即便如此，她也乐此不疲，“每次回去

看到村庄越来越有城市的味道，就感到高
兴。
”
不仅如此，鉴于村里老年人较多，有
些可能还不识字的情况，他们还想了个接
地气的垃圾分类方法。“我们和老人宣传垃
圾分类时，就说像果壳、核桃壳等吃的东
西放可腐烂垃圾桶，不能吃的东西一般放
不可腐烂垃圾桶。
”王丽萍介绍。
此外，为了让村民熟知垃圾分类标
准，村里每个党员、村民代表人手分发一
份标准清单，去自己所联系的农户家上门
指导宣传。
如今，马山前村民可以自豪地介绍，
自家的分类垃圾桶随时都“经得起检验”。

阳光公益志愿者协会

环保行动迎国庆
□记者 张庆 通讯员 王佳丽
本报讯 近日，市阳光公益志愿者协会
的志愿者们化身为“环保小卫士”，来到金
佛庄烈士陵园，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当天下午，志愿者依约来到金佛庄烈士
陵园集合。大家手拿火钳和垃圾袋，不畏高
温，一边捡垃圾，一边对游客的不文明行为
进行劝导。
“以这样的方式迎接国庆，对我们来说是
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志愿者吴夏萍说，这
里每天都会有很多市民来锻炼身体，他们希
望让这个地方更加干净，给游客展示一个美
丽的横店。同时，也借此机会用实际行动去
感染身边的人重视环保，加入环保队伍。
据悉，为了响应横店城市风貌再提升、
美丽乡村建设的号召，市阳光公益志愿者协
会启动了“红色路人甲”项目中的环保宣传
活动，这已经是正式启动以来开展的第四次
活动。

“金融知识进校园”
东阳农商银行完善公众教育

执法人员来“复位”
□通讯员 薛慧素

本报讯 近日，有人发现一件“奇事”：
横店镇度假村路 18 号前人行道上的垃圾箱
“走位”了。
当天上午，有环卫人员反映横店镇度假
村路 18 号前垃圾箱被拆了。市城市管理行
政执法局横店分局接到举报后立即赶往现场
进行调查，发现原先位置上的垃圾箱竟然被
人拆了放在旁边。
经执法人员查实，该垃圾箱是由优燃蜀
火锅店负责人刘某安排人员拆掉的，原因是
垃圾箱正对着该店，影响不好。因当事人涉
嫌拆除环境卫生设施，根据相关规定，执法
人员立即对该店负责人刘某发放了 《责令限
期改正通知书》，责令其限期整改，将垃圾
箱恢复原状。事后，当事人及时对垃圾箱进
行了复原。
据悉，此类案件，横店分局在去年 8 月
份就查处过一起。 执法人员提醒：公共环
境卫生设施属于公共财产，需要大家共同爱
护，人人要从自身做起，以破坏环境卫生设
施为耻，养成自觉爱护的好习惯。反之，损
坏公共环境卫生设施，严重者将受到相应的
行政处罚。

本报讯 6 日，沈坎头小区人来车往，
热闹非凡。原来，沈坎头小区在国庆长假期
间举行了沈氏宗亲大聚会，以腰鼓、扭秧
歌等精彩纷呈的表演迎接宗亲们“回家团
聚”
。
为了达到更好的庆祝效果，沈坎头小区
还特地请来一个婺剧团，让演员们为小区农
户唱上 4 天 4 夜的戏。
6 日，记者走进沈坎头小区文化礼堂，
只见礼堂里已聚满前来听戏的农户，他们正
襟危坐，认真欣赏表演。
听小区干部介绍，沈坎头小区共有 840
余户人家，他们与巍山镇的部分沈氏宗亲同
属一脉。此次举行沈氏宗亲大聚会，便邀请
了巍山镇的宗亲们来小区共同庆祝。
来到后台，只见演员们正在化妆，其中
两位女演员正在老师的指导下认真对戏，为
即将开始的表演做足准备。
随后，几位演员上台表演 《走广东》。
与以往节目不同的是，本台婺剧戏 《走广
东》 由东阳吟一阁木雕与婺剧团联合演绎。
古老淳朴的婺剧与海南黄花梨木雕的完美融
合，赢得了在场观众的阵阵喝彩声。

中信红木开展知识竞赛
□记者 张庆

好天气 晒谷忙

9 日，在横店镇上西小区，只见小区的大空地被稻谷“承包”了，几名农户正拿
着农具摊晒稻谷。据介绍，他们只种了一季稻，趁着好天气抓紧晾晒，预计还需 4 天
左右时间晒好稻谷。
记者 张庆

小伙骑车玩手机 笔直撞上前方汽车
□记者 陈巧颖

垃圾箱“走位”

□记者 陈巧颖

以赛促学

□通讯员 何超
本报讯 近日，根据当前社会关注热
点，针对“校园贷”“培训贷”纠纷、电信
网络诈骗案件频发等情况，东阳农商银行
横店支行开展了“金融知识进校园”活
动，普及金融知识教育。
当天，横店支行员工带上宣传横幅、金
融知识宣传折页，进入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
院开展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在教导大学生
防范电信诈骗技巧的同时，还教导了学生如
何识别假币和打击洗钱等违法行为。此外，
横店支行员工提醒大学生要远离违法违规借
贷侵害，办理正规借贷，提高警惕，维护个
人信息安全，防范不法份子“钻空子”。
在场的学生表示此次金融知识宣传活动
十分受用，并自发在“东阳农商银行金融知
识进校园活动”的横幅上签上了自己的名
字，以表示维护金融秩序稳定的决心。

听婺剧 庆佳节

本报讯 日前，在横黄线与西环路交
叉口，一辆白色越野车正稳稳停着等绿
灯，后方的一辆电瓶车却笔直撞了上去。

电瓶车上的小伙子连人带车摔倒在地，吓
坏了一旁的路人。
记者通过监控视频看到，小伙子全程
骑在机动车道上，单手扶着车头，还边骑
车边看手机，全然没有注意到停在前方的

车辆，从而导致了这起交通事故的发生。
对此，横店交警提醒：广大市民在行
车途中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切忌边开车
边看手机，分散注意力，给自己和他人的
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威胁。

横影学院开学典礼暨迎新晚会精彩连连
□记者 张庆
本报讯 日前，横店古民居剧场热闹
非凡，不时传出欢声笑语和热烈的掌声，
万众期待的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2017
开学典礼暨迎新晚会正在火热上演，近
3000 名师生齐聚一堂分享喜悦。
典礼一开始，新生们就被一部短片吸
引了眼球，原来里面记录了他们来到横店
影视学院所经历的点点滴滴，大家都记忆
犹新。在校领导的精彩讲话和美好祝愿
后，晚会在激情洋溢的开场舞 《玩舞堂》
表演中拉开帷幕。随后，《炫境》、《卡门
序曲》、《青春 我微笑着走向生活》 等一

个个歌舞、管乐、服装、诗歌、小品节目
精彩上演。
“节目很精彩，学长学姐很厉害，希
望在学校我也能学有所成，有一天和他们
一样站上舞台。”来自台州的表演专业新
生蒋典含说。据晚会总负责人郭兴华老师
介绍，相比以往，本届晚会节目范围更
广、蕴意更深，融合了多种元素，这也体
现学校的开放性、包容性。
据悉，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是浙江
省目前唯一一所以“影视”为特色、覆盖
影视全产业链相关专业的高职院校。学校
十分重视大学生实践能力和职业技能的培
养以及职业素质的养成，积极鼓励学生参

加校内外各类职业技能竞赛，并取得了优
异成绩，曾荣获过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
赛二等奖、意大利斐乌吉电影节最佳编剧
奖与最佳短片奖、浙江省大学生中华经典
诗文诵读大赛金奖、浙江省新闻摄影年赛
金奖、“智能车位”国家发明专利等诸多
奖项专利。在过去一年里，学校获省级以
上奖项就有 100 多项。不仅如此，学校还
积极组织并鼓励学生参与影视剧拍摄，有
的学生已成为影视剧重要角色。
此外，在典礼上，学校还颁发了上一
学年优秀师生奖和各类技能竞赛中获得的
大奖。其高额的奖金引起台下新生们一阵
阵欢呼羡慕声。

沈人海：身体力行普及太极运动
□记者 陆春鸣
本报讯 连日来，每天上午 6 点，在
横店镇万盛街农业银行前广场上，市太极
拳协会横店分会常务副会长兼总教练沈人
海就开始不辞辛劳地教学员练习太极拳，
为参加金华表演赛做准备。
今年 66 岁的沈人海家住横店小区，
从 45 岁开始学练太极拳、太极剑至今，
累计获得了 50 多块奖牌。他还免费教人
打太极拳、太极剑，带领团队在全国、
省、市乃至国际级太极拳、太极剑比赛中
夺冠。今年 3 月，他被市体育总会太极拳
学会授予“太极工作突出贡献奖”。
早年，沈人海办过五金厂、灯具厂和
铜管厂，身体不是很好。“那时候我经常
会伤风感冒，要跑到东阳挂点滴，而且一
连挂七天才有所好转。”沈人海说，他了
解到打太极拳对身体有好处后，就跟着杨
塘下小区的葛中南中医师练太极拳，半年

时间不到，身体感觉变好了。
之后，沈人海先后拜丁廷友、韦俊伦
为师，学习 42 式太极拳和太极剑。每天
一大早，他就从横店坐出租车赶到东阳黉
门广场，跟着两位老师练习。这样他一直
坚持近两年时间。
除了拜师现场学习，沈人海还购买了
许多太极拳、太极剑的教学碟片，在家边
看边学，技艺水平也随之跟着不断提升。
2004 年，沈人海被中华太极志编入名人
录，2012 年获得了中国武术六段称号，
现为中国武术段位制考评员和国家二级裁
判员。
2001 年，沈人海开始免费收徒教太
极拳和太极剑。每天上午 6 点至 7 点是雷
打不动的太极拳教学时间，学员年龄从
20 多岁至 70 岁都有，场地在横店小区凤
凰山庄。
不仅如此，他还先后给横店一中和南
上湖民工子弟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免费教授

太极拳，助力在学校中普及太极拳这项运
动。
沈人海的学生当中，涌现出了陆炳
志、陈彩芳、葛国君等太极拳好手，他们
都得过全国乃至国际大赛的金奖。葛国君
可谓“全家总动员”，他的父母、岳父
母、妻子、小姨、大姨也先后加入练习太
极拳的行列。
在沈人海看来，学习太极拳首先要打
好站桩、压腿、绑腿、下势等基本功，要
慢慢领悟太极拳“松、静、沉、稳”的要
诀，心无杂念、专心致志地学习。初学者
一般需要 6 年时间学成。
“自从练习太极拳、太极剑以来，我
改变了以前较急躁的性格，心态平稳多
了，而且与伤风、感冒几乎绝缘，从来没
有生过什么病。”沈人海平稳的语调中透
露出满满的自豪感，为在横店普及太极
拳运动，他将一如既往地努力。

本报讯 “开磨机时要做到哪几点要
求 ？”“ 哪 些 木 材 锯 出 来 会 有 斜 纹 、 容 易
断？”近日，中信红木 2017 年管理知识竞赛
在浙江中信红木家具有限公司中信学堂火热
开展，数十名一线员工和一线车间主任积极
参与，踊跃答题。
据悉，为了加深员工对行业质量标准专
业知识的了解，全面提升员工对管理制度、
操作流程、质量标准、企业文化以及综合知
识的掌握水平，自 2016 年开始，浙江中信
红木家具有限公司就举办了管理知识竞赛，
此次为第二届。比赛分为团体赛和个人 PK
赛，团体赛由五厂、六厂、七厂、八厂和总
厂的一线员工分成六组参赛，个人 PK 赛则
是 13 名一线车间主任竞争。此次比赛分必
答题、抢答题、风险题三个环节，累计分数
高者获胜。
经过激烈的比拼和精彩的抢答后，总
厂、八厂、和七厂代表队分别摘得冠亚季
军。而个人组冠军则由七厂开料主任郭南平
摘得。为了鼓励获奖团队及选手，团体冠、
亚、季军各给予 800 元、600 元、300 元的
奖励，个人组比赛冠军则给予 300 元的奖
励，所有参赛者均颁发纪念品一份。
据了解，本次管理知识竞赛的试题，涉
及中信红木的方方面面，从企业内涵理念到
管理处罚制度等一应俱全。早在今年年初，
公司就下发了该项比赛的通知，让员工早做
准备，自信备战。因此，一年来，公司上下
都弥漫着浓厚的学习氛围。

品尝家的温暖

长庚置业300份手工月饼送员工
□记者 张庆

本报讯 近日，在横店龙山一品售楼中
心广场前，奋战在工地上的 300 名农民工
领到了中秋礼物：一袋手工月饼。这是市
长庚置业有限公司送给他们的节日祝福，
希望他们在工地上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中
秋佳节。
当天，工人们从市长庚置业有限公司顾
问吕忠民手里接过月饼时，个个喜笑颜开。
来自贵州的员工肖仁达告诉记者，因为路途
遥远，他不能回家和亲人过节，收到公司送
的这份贴心礼物，感到很温暖。“感觉公司
和家一样，记挂着我们，让我们吃上月饼。”
事实上，每年中秋、端午、春节等传统
佳节，市长庚置业有限公司都会为农民工、
环卫工人、困难户等送上节日的祝福和关
怀。“我们今年送的是公司定制的手工月
饼，希望让员工尝到妈妈的味道，在工地也
能感受到家的温暖，安心工作。”公司营销
总监吴智明说。
据悉，自横店城市风貌综合提升以来，
横店龙山一品房子销售火热，吸引了磐安、
永康、台州等周边地区民众来购房。目前，
房子供不应求，龙山一品四期项目也将尽快
开工建设，并开始接受客户预订。

东阳龙景雷迪森庄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