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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文宣队员回归 年轻人踊跃参与

柳塘小区举行首届村晚
□记者 陈一点

春节期间，
春节期间
，市民在六石街道吴良村游玩
市民在六石街道吴良村游玩。
。记者 孙振华

“40 年前的村文艺宣传队又回来了，难
得这么热闹！”6 日晚，花园村柳塘小区首
届村晚在新建的灯光广场举行，18 个精彩
纷呈的节目轮番上演，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2017 年 3 月，柳塘正式并入花园村，
自此展开了近两年的新家园建设。如今，
统一设计规划的新房拔地而起，宽阔笔直
的主街道、亮堂整洁的新广场、古色古香
的红木长廊……让柳塘成为远近闻名的新
农村示范小区。
“新村建设虽然辛苦，但全新的生活环
境让大家非常开心，我们就用一场文艺晚
会庆祝新家园的建成。”晚会导演陈会庆是
位退休教师，也是村里的文艺骨干。他
说，“村晚”让 40 年前的文宣队成员又重
新在一起排练，还吸引了许多年轻的村
民，这是柳塘历史上最热闹的一天了。

“建房之余，我们组织排练了十多个节
目，大家虽然忙碌但很充实和快乐！”妇女
主任陈园苏领衔的村舞蹈队成为当晚的
主角，变幻的舞姿和服装犹如一道靓丽的
风景线。
“ 上 世 纪 70 年 代 的 时 候 演 过 《红灯
记》，跳过秧歌，现在又有机会欢聚在一起
载歌载舞，让我找回了年轻时的快乐。”已
经 70 多岁的村民陈宝苏高兴心情无以言
表，“我们还要组织旗袍队，庆祝幸福新生
活。”村民陈会青自编自演的快板 《赞美新
家园》，以押韵的方言口语、风趣幽默的表
演，引来村民阵阵掌声和称赞。许多村民
被热闹场景吸引，纷纷加入秧歌队表演。
据悉，整台村晚吸引了近百名村民参
与，多名小学生也参与其中，全村老中青小
大欢聚，热闹劲赛过迎龙灯。许多在外创业
发展的村民表示，新家园让他们脚步更近
了，
以后他们将经常回家，
支持家乡建设。

新春新花样
池塘边安装护栏

出行更安全
□记者 蒋雯 通讯员 韦夏樱
“春节回乡过年，看见池塘边新安装了
护栏，车辆来来往往更安全了。”近日，城
东街道堂鹤村村民李女士高兴地告诉记者。
据悉，堂鹤村口池塘面积 1000 多平方
米，位于宽坞至堂鹤的乡道上，这条乡道连
接新开通的 37 省道，车流量比较大。有好
几次外来车辆开进来，把池塘当成了道路，
一不小心就开了下去，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春节前夕，听村民反映情况后，堂鹤村
党支部书记李茂良找来塑料牌，放在池塘边
做警示。随后，他向市交通部门反映了情
况，希望加装护栏，消除安全隐患。市交通
部门很快就安排人员到现场调查核实，并依
据实际情况进行了妥善安排和处理。
春节期间，很多村民回乡过年，看见池
塘周围已经安装上 20 多米长的钢制护栏，
保障了行车的安全。开车经过的王先生说：
“以前这里没有护栏，开车经过时总是让人
提心吊胆的。现在新安装了护栏，护栏看着
很结实，让人放心多了。”

6 日，南马镇防军村举行第十一届防军
“复兴杯”男子篮球赛，来自各自然村及周
边村庄的 14 支队伍参赛。
记者 包康轩 通讯员 包琳奕

养护工人义务修补道路

入住“最美村”品尝“农家味”

农家乐民宿双双爆满
□记者 杜思远
“春节来订餐吃饭的游客太多
了，不提前预订根本轮不到，我也
只能根据游客打电话的先后顺序来
尽量安排……”9 日下午 5 时许，虽
已到晚餐时间，但湖溪镇郭宅一村
党支部副书记、象田自然村负责人
郭茂兴的手机仍旧响个不停。他高
兴地说，凭借着“最美村”这张金
字招牌，春节期间全村 10 家民宿和
18 家农家乐几乎天天爆满，仅他家
年初一至年初五的总营收就有近 4
万元。
当晚 6 时许，象田自然村笼罩
在绵绵细雨中，但该村南侧的村道
上仍旧满满当当停放着大小车
辆，沿街的一排农家洋房内灯火
通 明 ， 食 客 们 正 在 包 厢 内 愉 悦地
推杯换盏，一阵阵欢声笑语不时传
出屋外。
“今晚将近上了 14 个菜，有冬
笋炖腊肉、土鸡煲、咸菜炒鱿鱼、
酒糟饼、溪滩鱼等，每个菜搭配适
宜，很合我们的口味，像我这样一
年到头在外出差，很少能有机会吃
到这么正宗的农家味道了。”当晚，
来自湖溪镇南塘村擎天丘自然村的
吴航晓特地在该村某农家乐内席开
一桌，宴请亲戚们。
吴航晓所说的农家味，只有土
灶才煮得出。郭茂兴笑着说，农
家乐的厨师基本都是本村的家庭
妇女。春节期间，由于游客订餐
爆满，不少家庭妇女动员家人们
齐 上阵。你添柴、我切菜、她掌
勺，一口口土灶便翻炒出了一盘盘
农家味。

“现在的人平日里吃惯了大鱼大
肉，反而更加倾向于吃一些平平淡
淡的农家菜。”村民吴凤新说，年
初 一 至 年 初 五 ， 她 家 共 接 待 了 16
桌食客，像日常“难登大雅之
堂”的番薯块、发糕、麻糍、南
瓜等农家菜在春节饭桌上反而备受
食客青睐。
“今年是我第一次来象田住
宿，下次我还会再来，我也会把象
田民宿介绍给其他亲朋好友。”通过
电话，家住嘉兴的沈冬梅向记者回
忆起了在象田民宿的愉快体验。年
初二，沈冬梅和亲朋好友一行 9 人
来横店自驾游。为何选择象田的民
宿？“我在网上预订房间时，看到象
田的民宿更有特色，很多人点评说
房间很干净，关键是象田的房价基
本没有大的上调，而且入住以后，
他们还给了我们较大的优惠，这让
我很惊喜和感动。
”沈冬梅说。
“春节期间我们的接客量很大，
但我们不做‘敲竹竿’式的生意，
我们做的是口碑。”郭茂兴说，他
家 共 有 12 个 房 间 ， 基 本 天 天 满
房，有的房间刚退房，就又接到了
新的订单。“有时候晚上 11 点多还
会接到游客在高速上打来的电话，
问我家还有没有房间。”郭茂兴只能
一一谢绝。
电话交流时，沈冬梅特地和记
者提起了年初三在郭茂兴家中吃的
早餐，“当天根据郭书记的建议，我
们 7 点多就得出发去横店逛景区，
按理他们不必管我们一行人的早
餐，但他们一家很客气地为我们准
备了索粉、年糕等东阳特色美食，
这让我们受宠若惊。
”

回乡路更好走
□记者 蒋雯 通讯员 钱海丽
“这次回娘家拜年，我发现乡道变得比
以前平坦了。”近日，看着被整修过的塘西
北路，回城东街道娘家拜年的陈女士一脸兴
奋地说。塘西北路是城东街道的主要乡道之
一，全长 4.3 公里。去年 12 月以来，长期的
雨水天气致使道路出现多处破损，给车辆通
行、村民出行带来极大不便。
城东街道东联村跃进自然村村民李良宝
是养护工人，他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决定组
织养护工人义务修补乡道。趁年前天气晴
朗，李良宝买来水泥、砂石等材料修补道
路，几名养护工人用两天时间完成道路修补
工作，消除路面安全隐患，给老百姓创造了
良好的出行环境。
附近村民李女士说，这段路破损有一段
时间了，下雨天经过时，路面坑坑洼洼，有
很多积水，非常不好走，“感谢养护工人把
路面修好了，春节出门路好走了。”

环保过大年

“雷锋同志就像是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拧到哪里都会闪闪发光。”7
日上午，市武警中队邀请雷锋生前的老连长虞仁昌到中队过年，并给官兵
们讲述雷锋生前的故事。
记者 陈勇 通讯员 何仪

□记者 王倩玫
8 日晚上 6 点，湖溪镇溪南村村民王
丹峰踩着凳子将两串“鞭炮”挂到了自
家门前。记者仔细一瞧，才发现炮筒不
似传统鞭炮用纸做成，而是用塑料制
成 。“ 这 不 是 真 的 鞭 炮 ， 是 电 子 鞭 炮 。”
王丹峰解释，当天下午上街时发现有商
家在卖这个，他想着过年没鞭炮声总缺
点氛围，就买了两串回来。
鞭炮挂好后，王丹峰 12 岁的小儿子一
脸兴奋地拿着遥控器从屋子里冲了出来，
父子俩一同数“一、二、三”，然后按下了

按钮，噼里啪啦的鞭炮声顿时响彻一方天
地，两串鞭炮也闪烁着五颜六色的光芒，
映着一旁大红的灯笼，流光溢彩，煞是好
看。爆竹声中，王丹峰感慨，电子鞭炮无
烟火，安全又环保，以后过年过节烘托气
氛就靠它了。
无独有偶，湖溪村的青年小张也为找
鞭炮的替代品绞尽了脑汁。大年初三刚好
是小张的生日，往年大家都是聚在一起玩
小鞭炮图个热闹，今年几个小伙伴们一合
计，在生日宴会上玩起了踩气球游戏，你
一脚，我一脚，气球破裂的声音不绝于
耳，喜庆的味道丝毫不减。

小村大变样
拜年亲友以为走错地方
□记者 王倩玫
春节期间，回到湖溪镇南江村范宅自
然村的人们都惊讶地发现，该村面貌焕
然一新。村道宽阔整洁，边边角角的绿
化郁郁葱葱，用心点靓的美丽庭院随处
可见，从前脏乱差的小山村变成风景如
画的世外花园，在新一年给人们留下了
崭新的印象。
“去年来的时候恰逢下雨，进村的路不
仅窄，还坑坑洼洼的。”年初四一大早来范
宅表姐家拜年的王先生感慨，没想到就一

年工夫，村子变化这么大，早上进村时看
到干净平整的道路差点以为走错了地方，
进村后看到的光景更是颠覆了他记忆中范
宅的模样。
范宅青年小炜也惊叹于家乡的变化：
“我去年 6 月回来过一趟，那时范宅被评为
‘十差村’，后来听说才两个多月时间就逆
袭成为‘十美村’，我一直好奇呢，过年回
家一看果然不愧为‘十美村’。”小炜说，
从前的垃圾堆成了花园，乱石堆成了景观
墙，黄泥墙成了白墙，过年来玩的亲朋好
友都赞叹不已，让他非常自豪。

回归东阳正其时
□记者 黄永强
2 日上午，在千祥镇四友村万功塘陈新
丰家，陈新丰和另外几位在广东从事红木
家具制作的企业家一起品茗。
“新丰，来客人了！”听到爱人的招呼，陈
新丰起身迎接。来的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局长傅为民和木雕城相关负责人，他们此行
是走访回乡的在外红木企业负责人。
作为中山东阳红木商会会长、长丰红
木董事长，陈新丰在广东中山从事红木家
具制作已经近 30 年，对红木行业来说也是
资深人士，“在外发展不管多好，但落叶归
根，东阳是我们的根呀！如果有机会，我
非常愿意回家乡发展。”面对家乡行业主管
部门的领导，陈新丰敞开心扉。
从 2017 年开始的效能评定，到 2018
年的环保整治，到“世界木雕、东阳红
木”形象宣传片在央视、机场、高铁投
放，傅为民一行为在座企业家详细讲解东
阳的做法和成效，向他们介绍下一步的计
划。傅为民拿出随身携带的市委十五届五
次全会报告，“我让你们看看市委、市政府
如何重视木雕红木产业发展。”傅为民说，
“市委、市政府要把东阳木雕红木产业作为
文化产业来打造。
”
“当地有领导曾问东阳红木上央视做广
告的事情，我还想当然以为是政府出一

点、企业出一点，想不到都是政府工作力
度这么大。
”陈新丰说。
“东阳市委、市政府对红木产业重视我
们早就听说了。从你们政府部门人口中说
出来，我们更加相信了。”在场的杨先生同样
在外从事红木产业多年，他说：
“东阳居然还
成立了木雕红木家具产业发展局，还有家具
研究院，还有红星美凯龙等，还要举办国家
级展会，
这对今后发展非常有利。”
“今年，我们要举办两个国家级的展
会，其中包括 4 月份就要举办的首届红木
家具展览会。”木雕城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听到这个消息，在座的几位企业家说：“给
我们预留空间，我们要多叫几位在外老乡
一起回来参展。
”
“据我所知，从 2008 年开始，东阳到
广东招商不下 6 次，但我都没有回来，原因
是过去广东那边的产业更集聚、政策更好。”
在广东开设红木企业已经十多年陆先生是
画水人，他说，从 2017 年开始，东阳红木产
业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政府引导力强，
政策更加规范，龙头企业带动力好，
“现在东
阳的政策比别人更好了。照这样发展下
去，东阳会成为中国最大的红木发展基
地。现在是我们回东阳发展的时候了。”
“我觉得我们今后要考虑的，是怎么回
东阳发展。”陈新丰的倡议，得到另外几位
的积极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