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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本报记者
胡 伟 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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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景宁畲族自治县志
（
#""%!&$#$

）》志稿复审
会在我县举行。县委副书
记、县长钟海燕致辞。由
省方志办、丽水市党史方
志办等单位专家组成的
评审组参加会议。

钟海燕在致辞首先
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参加
评审会的各位专家表示
欢迎，并向参与我县地方
志编辑的相关人员表示
感谢。她说，志书是系统
记述社会发展变化的资
料性文献，是传承中华文
明的重要载体。

县志编修是一项涉
及面广、时间跨度大的繁
重的系统文化工程，必须
以严谨的态度认真对待，
多方听取意见，力求精益
求精。希望县志编辑部相
关人员要珍惜此次评审
机会，虚心听取、全面汇
集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会
后认真做好志书的修改
完善工作，力争编出一本
高质量、高水平的精品佳
志，使《景宁畲族自治县
志》成为一部内容客观、
公正、翔实，经得起历史
检验、无愧当代后世的志
书，更好地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根据史料记载，景宁置县
'$$

多年来，曾
"

修县志，
!

成其书，记载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
料

(

成为景宁地方文化中的一笔宝贵财富。
#""$

年
##

月，《景宁畲族自治县志》编修工作启动，
于

#""'

付印，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景宁
县志，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景宁二轮修志工作于
&$#&

年
)

月启动，定
为续修，时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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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

年。经过
'

年的
努力，包含我县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生态等
各方面内容的初稿形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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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邀请
相关专家对志书进行初审，并于今年

'

月形成
复审稿。

汇聚红色力量 激扬忠勇精神
新时代畲乡景宁讲习中心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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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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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名党员前往“充电”
本报讯（本报记者 吴卫萍）汇聚红

色力量，激扬忠勇精神。近日，位于县城城
北农贸市场二楼的新时代畲乡景宁讲习
中心正式开馆，并成为畲乡干部口中的热
词、脚下最常去的地方、心中神圣的精神
家园。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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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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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开馆，短短十天，讲习
中心已接待了

+%

个党支部的
#&$$

余名
党员前来体验。

近年来，景宁县委坚持把“党建”作为
推动一切工作的引擎，突出全面从严治
党，持续强化基层党建，实现党建工作与
中心工作深度融合、相互促进。新时代畲
乡景宁讲习中心开馆后，县委办党支部、
县府办党总支带头走进讲习中心，开展主
题党日活动。副市长、县委书记陈重在活
动中勉励大家：要以讲习中心为载体，全
面深入地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习近平总书记
对景宁的特殊关爱转化为激发全县上下
奋进跨越的不竭动力，把新时代党的建设
总要求落到实处，切实解决流动党员管理
服务难题，全面提升我县党建科学化、规
范化水平。

据悉，新时代畲乡景宁讲习中心面积

近
%$$$

平方米，设置接待大厅、展示区、
服务区、活动区、培训区、学习区等六大区
块。其中“习近平同志与景宁”展示区介绍
了习近平总书记心系畲乡景宁发展，先后
两次亲临调研指导，三次作出重要批示，
寄予景宁殷切期望的详细过程。
“新时代畲乡景宁讲习中心是全省唯

一的县级党史展厅，我们努力做到功能齐
全，开放式、全方位服务。”县委组织部相
关负责人介绍，作为开放式的讲习中心，
所有教育服务向县内外党员、居民全面开
放。同时，讲习中心还是群团组织的集中
服务阵地，整合了纪组宣统四家单位职
能，设立人才之家、景商之家、志愿者之
家，以及县级层面的乡村振兴讲习所等服
务场所，并定期举办新思想讲习课堂、人
文大讲堂、畲乡党建论坛、读书会、舒心课
堂等主题教育活动。
“讲习中心功能真是太齐全了，学习

内容也很丰富，幸福感很强。”日前，梅岐
乡流动在县城的党员吴道卫在参观完讲
习中心后深有感触地说。和吴道卫一样，
这个建在老百姓家门口的讲习中心让不
少人都觉得“很赞”，前来“充电”“尝鲜”的

党员和居民络绎不绝。
“讲习中心成立很及时，为流动党员

异地学习、发挥作用搭建了重要平台。”渤
海镇党委书记陈孟嘉说，该镇是库区乡
镇，共有

)

个行政村，其中最远的村子来
回一趟需要

+

个多小时。全镇共有农村党
员

&$)

名，其中近一半以上的党员流动在
县城，以往流动党员开展活动缺乏场所，
而回村里参加活动又不方便。讲习中心开
馆当晚，该镇在县城的

)$

多名流动党员
就第一时间来参观了讲习中心，镇里还将
党课送到县城，送进流动党员手中。
“截至

&$#!

年底，景宁全县共有党员
#,&

万余名，其中流动在县城的农村党员
和机关党员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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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县委组织部
相关负责人介绍，讲习中心的建成将切实
解决流动党员管理服务难题，全面提升基
层党建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兼顾党员的工作
时间和过组织生活的时间，讲习中心发挥
服务优势，除工作日工作时间、周末开放
外，更将开放时间延长至每日

&#-$$

，方便
前来学习、办事的党员群众。

2018中国畲乡三月三“民族杯”全国少数民族垂钓邀请赛举行
本报讯（本报记者 杜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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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畲乡三月三“民族杯”
全国少数民族垂钓邀请赛暨第四届“千峡
情·渤海垂钓渔乐”休闲文化节开幕式在
渤海镇梅坑村举行，县委副书记、县长钟
海燕宣布活动开幕并参加鱼苗放流活动，
浙江省钓鱼协会、浙江电视台教育科技频
道有关负责人及来自全国各地的

#&$

名
垂钓爱好者参加。

开幕式上，钓鱼比赛选手代表、裁判
员代表和丽水绿色垂钓者联盟代表分别
宣誓，开幕式结束后举行了精彩的文艺演

出，以及渔民竞技、渤海味道、千峡鱼宴等
系列特色活动。

&$#)

中国畲乡三月三“民族杯”全国
少数民族垂钓邀请赛暨第四届“千峡情·
渤海垂钓渔乐”休闲文化节是由浙江省钓
鱼协会与渤海镇人民政府主办，多个县级
单位参与指导、协办的一次全国性垂钓赛
事活动，以“发展垂钓经济 推进乡村振兴
打造滨湖小镇”为主题，旨在通过垂钓、观
光等一系列活动，以渔会友、以渔招商、以
渔惠民，充分发挥渤海得天独厚的山水优
势，将“渔”和“水”的文化活动作为促进全

域旅游发展的两张牌，把绿水青山和畲族
特色文化打造成推动乡村振兴的金名片。

近年来，渤海镇加快梅坑渔村特色小
镇建设，全面打造“畲乡第一渔村”，积极
打响“千峡鱼头”“千峡鱼宴”品牌，顺利完
成渔村风情立面改造、梅林公园基础设施
提升、滨湖小道、钓鱼台等项目建设，开通
景宁至梅坑游船航线，坚定不移在“渔”文
化上下功夫，进一步打响滨湖小镇的知名
度和美誉度，谱写“城湖一体”发展格局的
新篇章，为景宁全域旅游的发展增添“渔”
家风情。 我县2018年第二季度

“畲乡好人”名单揭晓
本报讯（本报记者 孙鹏飞 实习记者

沈璐）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进一步弘扬崇德向善的道德风尚，努力在
全社会形成“学习好人、争当好人”的良好氛
围，

!

月
"

日下午，县文明办组织县委政法委、
县市场监管局、畲乡报社等部门在聚鹤楼二楼
会议室开展了

&$#)

年第二季度“畲乡好人”评
审工作。

据了解，我县把评选、学习和宣传身边好
人

(

作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
和文明城市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每季度开展
一次“畲乡好人”评选活动，广大市民群众积极
响应号召投身社会主义正能量建设队伍之中，
涌现出一批爱国爱家、助人为乐、诚实守信、见
义勇为、热心公益、创信创业、勤学上进、孝老
爱亲等方面的“畲乡好人”。

评审会上，评审成员们按照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通过查看推荐材料、现场交流发言
等形式，最终产生了

'

名
.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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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季度
“畲乡好人”。其中，为失主奔波还钱包的陈林
美获得诚实守信类“畲乡好人”，连续多年做好
事的公交司机刘新洪获得助人为乐类“畲乡好
人”，停车救火的公交司机梅明星、积极抢救昏
迷伤者的医生夫妇尹家祥、才微微获得年度见
义勇为类“畲乡好人”，照顾瘫痪公公的好孝媳
陈台英获得孝老爱亲类“畲乡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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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航拍的梅坞村炎背光伏发电项目! 坐落在海拔
*$$

多米高山上的梅坞村"外出村民近
!$$

多人"留守村民不足

百人"是典型的薄弱村! 去年以来"该村通过山地流转#山地入股等与强村企业联姻"种植香榧#茶叶等基地近千亩"并兴建

总投资
+$$

万元的光伏发电项目"带动两个村民小组户均增收
)$$$

多元"村集体跻身强村行列! 据统计"目前我县已有
%$

多个集体经济薄弱村与强村公司联手"兴建高山之巅的食材种植基地和光伏发电项目!

（本报记者 李肃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