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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市代表团来东考察
两市就对口合作进行座谈
□记者 陆春鸣
本报讯 昨日，东阳市——四平市对口
合作座谈会在横店召开，市领导黄阳明、杜
绍辉参加座谈。
昨日，吉林省四平市代表团一行来东，
先后考察了横店影视文化产业实验区展厅、
普洛药业。四平市是农业大市，也是国家商
品粮基地和优质畜产品基地。四平市工业门
类齐全，装备 （专用车、农业机械） 制造、
农产品加工等产业基础雄厚，中药加工企业
在全国小有名气；文化历史渊源深厚，有叶
赫古城遗址，是满族文化发祥地之一，也是
红色旅游地。
双方初步探讨了文旅、医药、院线等产业
合作，
期待通过对口合作，实现合作共赢。

交流巾帼文明岗经验

市政协文艺新闻出版界委员郭华民

做“上情下达 下情上传”纽带
时，他刚检查完城区的几家网吧回到办公
室。据他介绍，大队任务多，工作忙，但
是“一村一委员”的联系工作一样也没落
下。
郭华民原先联系的是画水镇王凡村，
今年市政协文艺新闻出版界根据工作需要
新增了一个联系村陆宅村。在他看来，政
协委员起到的是桥梁纽带的作用，要时刻
做好上情下达，下情上传。今年，金华
市 人 大 常 委 会 印 发 了 《金 华 市 农 村 生 活
近日，郭华民(右)走访王凡村经营户。 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他主动对接农办要
了 1200 份资料，多次前往王凡村和陆宅
□记者 李磊 王倩玫
村向农户分发，使村民了解了农村生活
垃圾分类的知识。
8 日上午，记者在图书馆见到市政协委
为了履行好政协委员的职责，他每
员、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大队队员郭华民
个月都要保证下乡两次。有时是工作日

去，有时是周末去，为了不耽误本职工
作，工作日他都会利用中午休息时间抽
空去。为了走村入户方便一些，他放弃
开车，选择骑摩托车进村。从老家湖溪
到画水他要骑一个半小时的车，但他毫
无怨言。
今年，王凡村积极开展垃圾分类工
作，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郭
华民走访时发现，虽然村民已经形成了
垃圾分类的意识，但是负责清运的垃圾
车却存在着垃圾不分类的现象。“我在陆
宅村乃至其他镇乡街道的不少村庄也发
现类似的问题，这需要引起相关职能部
门的重视。”为此，郭华民将这一问题第
一时间反映给相关部门，寻求解决的办
法。

除此之外，郭华民还十分关注王凡村
的水域整治，对村中的一口池塘花了心
思。“王凡村各水系都有活水引入，水质质
量好，但是这口池塘因为存在淤泥多的情
况，影响池塘环境和卫生。”据他了解，这
也是村里多年未解决的老大难问题。“今年
我将向有关部门反映这个问题，一方面希
望得到资金上支持，另一方面希望他们出
面协调，向其他有条件的村借用清淤设
备，切实解决这个难题。”

人文婺州礼仪培训在横店举行
□记者 董莹

调研横店单轨建设

本报讯 昨日下午，“礼仪金华·人文婺
州”培训礼仪暨巾帼文明岗岗长经验交流会
在横店东磁大厦举行。会前，新申报创建金
华市级巾帼文明岗的岗长以及各县市区妇联
相关负责人前往横店影视城广州街·香港街
景区，与全国巾帼文明岗——景区导游组的
导游们进行交流。
广州街·香港街景区导游组于 2015 年创
建省级巾帼文明岗，2017 年创建全国巾帼文
明岗。作为景区旅游服务的重要窗口岗位，
导游组共有岗员 29 名，其中女职工 26 名，主
要负责景区导游讲解服务工作。岗员们主动
配合景区转型升级，对自身业务水平进行不
断提升，时刻展现全国巾帼文明岗的风范。
会上，武义农商银行营业部、兰溪市人民医院
十病区等四位岗位代表做了经验交流。

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专家来东
□记者 杜思远 通讯员 李越冰 张万森

出战省赛 收获满满
轮椅舞蹈队获佳绩
□记者 董莹
本报讯 11 日至 12 日在宁波举行的省
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洪管家杯"轮椅舞蹈比
赛上，代表金华市出战的四名东阳及永康选
手在多个项目中均获得了好成绩。
据悉，这次参加比赛的王美良、吴欣
新、胡玉婷、马君龙四位选手总共出战五个
项目，四人都参与的集体舞赛获得第三名，
双轮椅标准舞获得第三名，双人舞、拉丁舞
分获第五、第六名。这是我省首届轮椅舞蹈
大赛，初次出战的队员们用他们自信灿烂的
笑容和优美的舞姿在赛场上充分展示了我市
轮椅舞蹈队的魅力和风采。

东阳江镇乡村文化体育节开幕
昨日，东阳江镇乡村文化体育节开幕式在横锦村文化广场举行。接下去，该镇将在不同的村举行气排球、乒乓球、钓鱼、
象棋、柔力球等 10 多项体育比赛，活动计划于 12 月上旬结束。
记者 孙振华

公益送法进校园

王晓凌获评“省优秀女律师”

本报讯 日前，受省交通运输厅委托，
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省市政轨道分院专
家一行来东，就横店单轨交通建设情况进行
调研。
据悉，横店旅游单轨作为更生态、更
安全、更高效、更快捷的旅游交通方式，
其顺利建成将让横店镇成为我国交通史上
第一个建设“环村旅游单轨”示范线的
镇。据该项目牵头单位浙江金控单轨交通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该项目分
为 4 条线路，线路总里程 65 公里。单轨线
路围绕着横店各大景区、轻轨站、高铁
站、机场、客运中心等交通枢纽。其中，1
号线从明清宫苑站点开始到圆明新园站
点，全长为 16.3 公里，计划在 2019 年 10
月前建设完工。
市交通局党委书记、局长李敢峰说，
横店
旅游单轨项目指挥部目前已经完成该项目的
工程可研报告、客流预分析报告、线网规划方
案、地质灾害报告等多项专题报告，环评、安
评、稳评、水土保持等报告正在有序编制中。
调研组一行一致肯定横店旅游单轨建设
对横店影视文化旅游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
并对该项目造价低且具有生态环保、节约土
地资源、运行稳定舒适等优势表示认可，
其成
功建设将在全省乃至全国中小城市运量运输
方式建设中起到示范、引领和借鉴的作用。

加强建筑工程质量管理
金华市在东召开观摩会
□记者 郑晓东 通讯员 周亚男

□记者 陈勇 吴嘉沁

12 日，东阳农商银行举办“新人”业务技
能大赛，设机器点钞、单（多）指点钞、电脑传
票输入、汉字输入和报表输入 5 个项目，92 名
青年员工参赛。
通讯员 徐义芳 贾琳巧

本报讯 日前，由省律师协会组织开
展的第二届“浙江省优秀女律师”评选活
动在杭州揭晓，33 名女律师获此殊荣，
浙江国翔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晓凌榜上有
名，成为我市首位获此称号的律师。
“浙江省优秀女律师”评选活动旨在
选拔、激励和宣传在法律服务、行业发
展、妇女儿童权益维护等公益事业中有突
出业绩和重大贡献的优秀女律师，进一步
激励全省女律师不断提高职业道德素养和

专业能力水平。此次评选活动自 5 月启动
以来，在全省上万名律师中推选出 50 名
候选人，通过对候选人的评审、考察、公
示 ， 最 终 产 生 33 名 “ 浙 江 省 优 秀 女 律
师”
。
王晓凌是浙江国翔律师事务所副主
任。自 2000 年执业以来，她始终坚持公
益法制宣传，注重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
益，先后被评为被金华市三八红旗手、市
优秀律师、市先进律师等荣誉称号。
2016 年 9 月，王晓凌牵头成立了“平安
校园梦”法制维权团队，坚持公益送法进

校园，开展未成年学生法制教育，通过开
展“模拟法庭”“情景剧”等形式，重点
就青少年犯罪预防、学校伤害事故处理技
巧等进行法律讲解，并指导协助学校建立
健全事前、事中的法律风险防控制度和事
后的法律风险化解。截至目前，“平安校
园 梦 ” 法 制 维 权 团 队 已 走 进 30 余 所 学
校，在学校及学生中取得良好反响。王晓
凌还通过设立“晓凌来了”普法微信公众
号，对案例、课件等进行深入解析，为学
校、老师、社会三者搭建互助教育平台，
进一步扩大法制宣传范围。

本报讯 昨日，2018 年金华市建筑工程
质量管理现场观摩会在南马镇花园村召开。
会前，与会人员来到南马镇花园雷迪森
大世界项目工地，观摩学习工程质量管理标
准化、危险源分级分色管理等工作。
会上，项目施工、监理、建设、BIM
单位作了经验交流。据了解，我市相关部门
依据标准规范，严格控制企业和现场项目管
理机构质量行为标准化、工程实体质量，积
极宣传本地质量标准化管理典型工程，带动
本地质量标准化管理工作的全面开展。

“ 优 学 杯 ”2018 东 报 夏 令 营 优 秀 作 文 获 奖 名 单
2018 东报夏令营共推出 10 条路线，400 余人参加，收到营员投稿上百
篇。所有稿件经东阳日报 《青苗》 编辑部、优学之路教育培训中心老师和
教育局专家的层层打分，最终评选出高低段优秀作文共 50 篇。
高 段
一等奖：
《草原之旅》——任哲欣 市外国语小学六（7）班
二等奖：
《一路闯练，一路成长》——杨墨涵 吴宁二校六（5）班
《苏州之旅——
“我是岛主”
》——郁佳蕊 市实验小学五（3）班
《足迹》——刘吕暄 市第二实验小学六（3）班
三等奖：
《寻找课本中的桂林》——王梅婷 吴宁四校六（1）班
《夏令营》——徐羽萱 市外国语小学四（4）班
《桂林探秘之旅》——徐乐轩 巍小教育集团巍山校区四（7）班
《暑假趣闻》——王梅婷 吴宁四校六（1）班
《我喜欢那个令人讨厌的夏令营》——张凌韬 市外国语小学四（7）班
《难忘的桂林游》——斯俊杰 槐堂小学四（2）班
优秀奖：
《桂林之旅》——严珮轩 吴宁一校四（6）班
《桂林山水——甲天下》——吴遵 巍小教育集团巍山校区四（2）班
《难忘的野外求生夏令营》——朱圣博 古渊头小学五年级
《记香港的太空馆》——骆梦璇 市实验小学五（6）班
《舟山三日游》——卢宇轩 中天国际小学四（5）班
《夏令营之旅》——高娅馨 市第二实验小学五（5）班

《记一次难忘的夏令营》——韦伊 吴宁五校五（4）班
《内蒙古夏令营游记》——何思凝 市实验小学四（2）班
《
“东报”
带我去桂林》——曹奕宁 吴宁一校四（7）班
《堆沙记》——周书聆 吴宁五校六（3）班
《最后的夏令营》——胡锦昂 南马镇中心小学六（3）班
《一次夏令营》 ——倪韬 东阳江镇中心小学六 （2） 班
《难忘的朱家角》——王宇晗 横店小学教育集团横店校区五（6）班
《舟山之旅》——李晓桠 江北小学教育集团茗田校区五（4）班
《难忘的夏令营》——蒋宇轩 歌山镇中心小学四（2）班
《难忘的荒野求生夏令营》——王国涛 吴宁一校五(3)班
低 段
一等奖：
《我的第一次荒野求生之旅》——张宸洋 吴宁四校四（5）班
二等奖：
《漓水少年情》——蒋佳睿 市外国语小学三（6）班
《美妙的旅程》——蔡泽瀚 千祥镇中心小学三（4）班
《难忘的夏令营》——田宇轩 横店二小教育集团荆江校区三（6）班
三等奖：
《我的夏令营》——李欣 江北小学教育集团茗田校区二（2）班
《快乐的夏令营》——张艾俊 南马镇中心小学二（5）班
《印记》——邱涵钰 市第二实验小学三（1）班
《跟着课本游桂林》——张梓欣 市外国语小学三（6）班

《桂林山水之行》——朱可馨 市外国语小学三（6）班
《我的夏令营欢乐之旅》——郭芷樾 南马实验小学三（6）班
优秀奖：
《我的夏令营》——方竞煊 横店小学教育集团横店校区一（7）班
《夏令营游记》——陆劲之 市实验小学一（1）班
《难忘的夏令营》——叶耀 横店小学教育集团横店校区二（1）班
《迪士尼乐园一日游》——吕若菲 市外国语小学三（6）班
《上海迪士尼游记》——吴抒言 市外国语小学三（1）班
《快乐的夏令营》——蒋睿健 市外国语小学二（4）班
《水枪大战》——卢俊龙 吴宁五校三（5）班
《打水仗》——贾丰睿 市外国语小学三（1）班
《舟山红海行动》——张博珏 市第二实验小学三（1）班
《勇于
“攀登”
》——吴睿婕 吴宁一校三（5）班
《因为“红海行动”这个暑假和往常不一样》——王硕 江北小学教育集团
茗田校区二（7）班
《滑索》——王烁柠 吴宁一校二（4）班
《一次愉快的夏令营》——陈诚 市外国语小学三（6）班
《难忘的夏令营——红海行动》——楼浩轩 吴宁二校三（1）班
请以上获奖同学于 9 月 15 日（本周六）上午 9：30 到优学之路培训学校
（江滨南街 143 号）参加颁奖典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