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第 974 期 今日 4 版

金华市金东区新闻传媒中心 主办

jhjrjd@163.com投稿信箱：

主管中 共 金 华 市 金 东 区 委

J I N D O NG N EWS

2018年10月
农历戊戌年八月廿三

星期二02
关注金东 了解金东 蓄力金东

今日气象：白天 多云 最高：27℃ 夜间 晴 最低：15℃ 日出时间：05:55 湿度：53% 日落时间：17:47 紫外线强度：中等 风力：东风1-2级

金东发布掌上金东 更金东

82191234新闻热线：

本版责编：陈 阵 版式设计：胡赣昌

今日导读今日导读
JINRIDAODU

详见第4版

乡音 乡情 乡恋

本报讯（记者 潘逸）近日，区
委书记李雄伟走访看望正县级退
休老领导，调研走访区人大常委
会、区政府、区政协机关，看望广大
干部职工。

9月 28日下午，李雄伟来到姜
义元、何祖沼、赵庆、楼碧文、楼科
进等老领导家中看望。每到一处，
李雄伟都详细了解老同志们的身
体情况和生活状况，对他们为金东
改革发展稳定作出的贡献表示感
谢。李雄伟说，长期以来，你们辛
勤耕耘、努力工作，为金东发展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也留下了优良的
传统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将
继续坚持已经形成的好思路、好战
略、好经验，继续发扬好思想、好传
统、好作风，接好接力棒、跑好接力
赛，全力推进金义都市区核心区建
设，带领全区党员干部群众创造更
加美好的生活。他说，老同志对金
东的区情最熟悉，对金东的发展最
了解，对金东的实际最清楚，希望
大家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区委的
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共同把
金东的事情办好。他还叮嘱随行
的相关部门负责人，要全心全意搞
好服务，尽心尽力提供保障，让老同
志们安享幸福晚年。老同志们表
示坚决拥护省委、市委的决定，对李
雄伟同志来金东工作表示欢迎。

9月28日上午和29日下午，李
雄伟分别来到区人大常委会、区政
府、区政协机关走访调研，听取相
关意见，并与广大干部职工亲切交
流。他勉励大家多学习、多借鉴、
多调研，大力弘扬和倡行新时代金
华精神，撸起袖子加油干，甩开膀
子抓落实，为全区各项事业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李雄伟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做
好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全区各
方面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树牢“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自觉在
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在区委的领导下，同心同德谋发
展、合力合拍抓落实，凝聚起加快
推进金义都市区核心区建设的更
强合力，奋力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
展的金东答卷。

重走家乡路 重温故乡情

乡贤考察感受家乡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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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戴翠雯 朱纯）10月
1日下午，300余位金东乡贤前往乡贤
馆、金东农村、工业园区等地现场考
察。区四套班子领导，人武部政委、
法检“两长”，金义都市新区、多湖中
央商务区、金华山旅游经济区管委会
有关领导等参加活动。

重走家乡路，重温故乡情。乡贤
们兵分两路，实地走访了区乡贤馆、
江东集镇、爱特新能源汽车有限公
司，实地感受家乡日新月异的发展变
化。区乡贤馆是我区为表彰乡贤，弘
扬乡贤精神而建立的，分序厅、乡贤
展区、规则展区三个部分，是一座以
金东精神和乡贤力量为主线，集金东
发展历程与乡贤情感互动于一体的
复合型展馆。乡贤们在此感受故土
记忆，感悟乡贤先辈精神，情绪颇为
激动。乡贤夏艳春常年在南京工作，
但是从未忘却家乡记忆，她说：“我们
从这里走出去，但是落叶归根、倦鸟
回巢，家乡始终是心中的一片净土，
希望尽己所能参与到家乡建设中，为
金东发展贡献自己的绵薄力量。”

乡贤王国益表示，乡贤馆的地理
位置好，展陈内容丰富，里面介绍的
历史村落，流淌着金东血脉，是金东
变迁的最好印记。有了乡贤馆，乡贤
们就有了共同的家。同时他也希望，
乡贤馆能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增加新
的内容，永远焕发新的活力。

在江东集镇松溪古街，乡贤们不
由感慨古街的美丽与时尚。在这里，
十里八乡的村民带着当地特色糕点、
特色手工艺品，用最淳朴的方式欢迎
乡贤回家。乡贤们纷纷举起相机，或
拍下记忆深处熟悉的小吃，或拍下儿

时走过无数遍的青石板路。看到诸多
保存完好、古色古香的古建筑，乡贤沈
才土说：“这房子能保留它原本的样子
实在不易，现在造不出来了，哪怕造出
来了也不是故乡的味道了。”

乡贤施海鹏常年在外经营苗木
生意，他对松溪古街有着不同的看
法。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乡村
旅游开发点，“这个古街，也可以多搞
一些旅游活动或者文化活动，丰富业

态。在留住游客的同时，让当地村民富
起来。”

江东工业园区内，总投资21亿元
的爱特新能源汽车项目建设一派火
热。冲压车间、焊接车间、涂装车间、
总装车间等配套设施正在紧张建设
中，预计2019年初就能投产。乡贤施
彩华看后直点赞，她说：“金东的发展
离不开大项目的支撑，我为家乡能引
进这样的大项目感到自豪。”乡贤蔡

洪法则认为，家乡人要经常“走出去”
学招商经验，同时做优金东发展环
境、做好长远谋划，真正让更多的的
大项目、好项目入驻金东。

尽管参观的时间不长，但已给乡
贤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乡贤们纷
纷表示，家乡还是记忆中的样子，依
旧朴实，却更加美丽、更有活力了。

图为乡贤考察爱特新能源汽车。

本报讯（记者 潘逸）浓浓桑梓情，
悠悠赤子心。昨天，来自世界各地、五
湖四海的金东乡贤相约故里、共叙乡
情，一起参加金东乡贤总会成立大会。

李雄伟、陈峰齐、邱银泉、王瑞海
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出席大会，区委副
书记孙建成主持会议。区委常委、统
战部长张春阳报告金东乡贤总会筹备
工作情况。区人武部政委、法检“两
长”，金义都市新区、多湖中央商务区、
金华山旅游经济区管委会有关领导等

出席会议。
金东乡贤总会由（原）金东籍或在

金东创业，品行好、有声望、热心推动
家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贤达人士组成。
在组织架构上，设会员代表大会、议事
会、指导委员会。议事会设议事长 1
名、常务副议事长 6 名、副议事长 26
名，秘书长 1 名。指导委员会下设主
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

金东乡贤总会以增强乡贤的荣誉
感、归属感和认同感，凝心聚力服务金

东发展为目标，着力建设“组织体系健
全、运行机制科学、联系乡贤密切、服
务金东有力”的乡贤组织，努力打造海
内外金东乡贤沟通交流的新纽带，凝
聚广大乡贤智慧、助力金东发展的新
平台。

会议审议通过《金东乡贤总会章
程》和《金东乡贤总会选举办法》。推选
了议事长、常务副议事长、副议事长、秘
书长以及议事代表，聘任了金东乡贤总
会指导委员会主任、副主任，议事会副秘

书长。
北大光华校友会、浙商总会、市委

统战部、金华海内外人才总会、婺商总
会、南非金华总商会，粤港澳、北京、上
海、杭州等地的金东乡贤会纷纷发来
贺信表示祝贺。

来自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团体负
责人，区机关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各
乡镇（街道）、鞋塘办事处主要负责人
及社会各界代表参加了成立大会。

凝聚乡贤力量 共谋家乡发展

金东乡贤总会成立

本报讯（记者 张恺悦）日前，从省文化厅传来喜讯，我区
选送的音乐小品《美丽乡村总动员》获省第二十九届戏剧小
品邀请赛金奖。

9月8日至9日，由浙江省文化厅主办的“庆祝改革开放
四十周年——浙江省第二十九届戏剧小品邀请赛”决赛在
诸暨举行，经过层层筛选，共有23个作品参赛。《美丽乡村总
动员》能从上百个候选作品中脱颖而出，离不开我区文化战
线人员的共同努力，从编剧、编排、音乐、服装到原创设计都
体现了用心。该小品在情节上创意性地将垃圾拟人化，使
内容更富于生动性，而在表现形式上则融入了时下的流行
元素，旨在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更好地展现垃圾分类助
力美丽新农村建设这一主题。

据了解，浙江省戏剧小品邀请赛是我省戏剧小品艺术
规格最高的赛事之一，代表了全省群文戏剧小品最高创作
水平，自1989年以来，已举办二十九届。

我区选送小品获
省戏剧小品邀请赛金奖

本报讯（记者 程梦倩）寻根，是无
比醇厚的乡愁；乡愁，是心灵深处的回
眸。10月1日上午，还没到8时30分，
回家的乡贤就陆陆续续来到下榻地点
报到了。其中有不少乡贤不远千里风
尘仆仆赶回，只因难忘乡音乡情。

乡贤汪利群是从非洲赶回来的，
他说：“每年回来，都觉得家乡变化很
大，文明、整洁、安全、和谐，水好人
美。我常常跟朋友推荐金东。”汪利群
在非洲已经五六年了，在中非、西非、
南非都有自己的生意，现在他也在积
极带项目回家乡，“无论在外怎么样，
都是要落叶归根的”。非洲回来一趟
并不容易，需要转 2至 3趟飞机，但汪
利群对于回家这件事，仍然是高兴又
激动，“尝尝久违的家乡味道。感谢家
乡对我们的关心，这次受邀参加大会，
感到很荣幸。”

从 1979年离开家乡到北京读书，
这 39年来，家乡成了乡贤傅延福最魂
牵梦萦的地方。“家乡变化太大了，可
以说是翻天覆地，以前我们到孝顺去
上学，都是走路去的，从孝顺到金华也

只能坐火车，更不用说从北京回来，我
都要攒很久的钱才能回来一次。”傅延
福说，“现在不一样了，不管是坐飞机
还是坐高铁都很方便！”

家乡的变化，傅延福也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他说，家乡农村的面貌日
新月异，垃圾分类工作更是走在全国
前列，当地干部也非常有激情，“小区
有大作为，金东有这种精神，日后前途
不可限量。”如今，傅延福也快到了退
休年龄，他告诉记者，他对家乡的感情
越来越深了，他希望退休后能够全身
心投入到北京乡贤分会的工作中，继
续为金东出力。

70 多岁的乡贤方蓓蓓依然风姿
绰约，这次她是从香港坐高铁回来的，

“香港高铁开通后，就想着坐一次，这
次趁着乡贤大会，坐了 7 个小时左右
到家，感觉回家越来越便捷了。”

方蓓蓓是金华市政协委员，所以
每年都会回来，每次回来都感慨家乡
有大变化。她说，自己小时候跟着奶
奶长大，最喜欢吃的就是家乡的马兰
头、三叶青，还有千张。

风尘仆仆只因难忘乡音乡情
——2018金东乡贤大会报到侧记

昨晚，在中国婺剧院，道情、婺剧、诗朗诵等化作美妙的音符，组合起动人的
“金东旋律”，唤起了乡贤们对家乡的眷念。 （记者 盛佳惠/文 缪小芬/摄）

本报讯（记者 徐冠莹）昨天上午，不少乡贤已经陆续来
到酒店报到，在万达嘉华酒店门口，两台照片打印机和精美
的邮票册引起了乡贤们的兴趣。“这本邮票册上的邮票印着
各个乡镇的文化印记，特别有收藏意义，每个乡贤都有一
本。”乡贤大会会务组的工作人员说。

“这个好，特别有意义！”一名乡贤拿着刚刚出炉的照片
称赞道。原来，为了让乡贤们能够留下有纪念意义的东西，
今年乡贤大会特地安排了摄影人员帮乡贤拍照，旁边的打
印机就能立马印出照片，给乡贤留作纪念。

把邮票和合影带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