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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特色景致 助推文旅融合

新“瓶窑十景”出炉
瓶窑旧有“十景”，南山石佛、窑山晨
钟、山后花海、真寂闻经、羊山夕照、西塘
古松、远帆乘风、渔舟列阵、溪西步月、田
野缀金这十处美景在老一辈的瓶窑人中
口口相传，广为称道。它们交织出一代
瓶窑人的美好回忆，也曾是美丽瓶窑对
外展示的一张重要名片。但随着城镇发
展、时代变迁，旧有的“瓶窑十景”的景致
已发生改变，而瓶窑全域也出现了更加
丰富多元的自然及人文景观。为此，今
年 6 月，瓶窑镇启动新“瓶窑十景”征集活
动，面向全社会征集当地具有代表性的
自然及人文景致。
“我们希望新的‘瓶窑十景’能成为
展现瓶窑镇自然风貌及人文底蕴、反映
城乡发展的新名片，也希望通过此次活
动扩大瓶窑各地景点的知名度，为瓶窑
文旅融合发展增色添彩。”瓶窑镇党委委
员周冬梅介绍，征集信息一经公布，便受
到了市民朋友的积极响应，近 2 个月时间
内收到了数十处景致推荐。经过层层删
选，初步确定了 12 个景点作为候选，并通
过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相结合的方式最
终确定了新
“瓶窑十景”。
新“瓶窑十景”中既有白鹤唳竹、北
湖飞雪、大塘流韵等自然风光，也有古城
朝圣、老街新韵、盛祠承风等文化景观，还

近日，
“瓶窑十景”网络票选结果出炉，结合专业评审意见，古城朝圣、老街
新韵、北湖飞雪、南山造像、白鹤唳竹、盛祠承风、长岭梵音、大塘流韵、塘埠醉
樱、窑山问陶十处景致获评新
“瓶窑十景”
。

记者 俞晓菲 通讯员 潘一笑

新“瓶窑十景”之一大塘流韵 蒋阳波/摄

有自然与人文相融合的迷人景致，展示出
瓶窑镇丰富的文旅资源。

记者了解到，一直以来，瓶窑镇就高
度重视文旅融合发展，充分挖掘全镇文旅

资 源 ，提 升 配 套 设 施 ，打 造 文 旅 品 牌 。
2018 年底，瓶窑镇第十四届党代会第三
次会议还将建设
“文旅之城”列入
“四城建
设”的发展目标之一，致力于围绕良渚文
化、履行历史使命，擦亮文化金名片，将历
史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实现文
化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提升。
近年来，瓶窑镇围绕文旅融合做足文
章。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中，以高标准规
划建设的里窑文旅街区已基本完成招商，
业态日益丰富；根据余杭区
“旅游西进”三
年行动计划，瓶窑镇出台《瓶窑镇文创旅
游（产业）奖励扶持办法》，对证照齐全、依
法经营的民宿主体、文创企业及相关企业
提供政策扶持，数十家民宿（农家乐）先后
开业；
“芦花摄影节”
“非遗文化节”
“花朝
节”等品牌活动相继开展，有效提升了瓶
窑的地区知名度……近日，瓶窑镇还邀请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区级相关领导和部门
一同为全镇文旅融合发展出谋划策。
据悉，以良渚古城遗址公园顺利开园
与瓶窑老街开街为契机，近期，瓶窑镇还
将推出“十宿”
“十味”
“十径”的拼比推荐
活动，进一步整合展示全镇的文旅资源，
优化瓶窑整体文旅形象，提升瓶窑文旅品
牌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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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窑商会开展
“夏日送清凉”
活动

垃圾分类实践课堂开课啦
本报讯 （记者 吴怡倩）“这些肥料
可以用来种花吗？”
“这是我们家里倒掉
的厨房垃圾做成的吗？”
“这些肥料没有
难闻的气味。”……近日，瓶窑镇垃圾分
类实践课堂再次开课，崇化小学 208 班
的小学员们走进瓶窑镇人民政府、溪东
社区、虎哥回收等地，通过实地参观、分
组讨论的形式了解了垃圾分类的重要
性。
一大早，25 名小学员在团区委垃圾
分类宣讲员张敏洁的带领下，了解了瓶
窑镇人民政府机关大楼的垃圾分类情
况，随后小学员们来到溪东社区南北乐
章小区，参观小区垃圾分类宣教点，学
习居民日常垃圾分类的知识要领。张
敏洁为小学员们现场示范了垃圾分类
巡检工作的流程，他说：
“要先将桶内的
垃圾袋进行开袋检查，然后通过巡检机
扫描垃圾袋上的二维码，根据居民分类
的好坏给与评分，分类做的好的居民给
出积分奖励，分类做得不好的则需要上
门宣传，
引导居民做好垃圾分类。”
紧接着，小学员们在“虎哥回收”网
点进一步了解干垃圾的种类、哪些垃圾
属于可再生资源等内容；在瓶窑镇环境
卫生管理站观摩了生活垃圾从进站称
重、开箱检查、进站压缩以及餐厨垃圾
处置设备运转过程。经过 2 个多小时
的参观学习，小学员们对瓶窑镇的垃圾
分类情况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家长们也表示培养垃圾分类意识应该
从小抓起，今后要让孩子养成良好的垃

慰问小组为环卫工人送上解暑饮料
本报讯 （记者 俞晓菲 通讯员 徐兴龙）
烈日炎炎，骄阳似火，眼下正值一年中最热的
季节。高温中，奋战在一线的工作者们牵动着
大家的心，近日，瓶窑商会组织凤都分商会开
展
“夏日送清凉”慰问环卫工人活动。
慰问小组把慰问品一一发放到每个环卫
工人手里，送上亲切的问候，感谢他们为了城
镇美观、整洁的付出，同时叮嘱环卫工人们合
理安排工作时间、做好防晒防暑工作。
“现在是
一年最热的时候，晴天时艳阳高照，下雨时闷
热像个蒸笼。环卫工人岗位特殊，需要顶着烈
日、穿着厚厚的工作服坚守一线。”瓶窑商会会
长高忠华说，
“ 他们为了城乡的干净和整洁辛
苦地工作着，我们商会也应当尽一份绵薄之
力，为他们送上夏天的一份清凉。”
记者了解到，瓶窑商会自成立以来便致力
于充分发挥商会职能，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每
年，瓶窑商会都会组织开展高温慰问、困难慰
问等活动，并鼓励会员企业进行慈善捐款、结
对帮扶，强化会员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整合
企业力量投入到“三个全域”建设和“四城建
设”之中。
小学员参观虎哥回收
圾分类习惯。
据悉，垃圾分类实践课堂的对象不
仅仅是小朋友，瓶窑镇还将保洁人员、
垃圾分类巡检员、垃圾分类督导员、垃
圾分类志愿者以及广大群众纳入其中，

希望通过实践参观，让大家从理论课堂
走向实践课题，从垃圾分类培训讲座走
向机关单位、居民小区、环卫系统，亲身
体验垃圾分类、参与垃圾分类以及了解
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开设垃圾分类
实践课堂，瓶窑镇还开展了垃圾分类嘉
年华、成立垃圾分类小卫士队伍等活
动，丰富多彩的形式也将更好地助力瓶
窑镇垃圾分类工作迈向新台阶。

动巧手 学知识 习文化

同心假日学校妆点暑期生活

杨梅坞社区活用民主协商“四步走”化解居民公交出行难

兴泰花苑门口的公交 348 路站点恢复使用了
本报讯 （记者 俞晓菲 通讯员 冯佳
佳）“走到小区门口就能坐上公交车了，
我们年纪大的人出门方便了不少！”说起
杨梅坞社区民主协商议事会，社区居民胡
大伯伸出拇指点赞。眼下，杨梅坞社区兴
泰花苑门口一改之前的拥堵情况，公交车
顺利停靠，小区居民们依次上车，秩序井
然。
在瓶窑镇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前，兴
泰花苑站便是瓶窑出发的 348 路公交车
的第二站。但由于兴泰花苑毗邻大桥北
路，靠近瓶窑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瓶窑
农贸市场，道路宽度有限、人流车流密集，

考虑到交通安全及拥堵问题，不宜设置公
交站台，在道路整治后便取消了兴泰花苑
公交站点。
“我们小区内老年人多，公交出行一
直以来都是大家最常用的出行方式。”小
区内老党员冯谋良告诉记者，
“ 得知站点
取消后，不少居民都向社区反映了情况。
5 月中旬，我收集整合了大家的意见，把
情况反应给了网格内的议事协商小组。”
记者了解到，2019 年 3 月，杨梅坞社
区成立了民主协商议事会，四个网格支部
也分别成立议事协商小组。在一次次的
民主协商解决居民反映问题的实践中，杨

梅坞社区协商议事会根据实际情况归纳
摸索出“议事协商四步走”的工作方法。
通过收集发现问题、判断是否能自行解决
问题、整合各方力量解决问题、总结通报
问题解决情况“四步走”的工作方式解决
居民生活中的各类问题。
针对兴泰花苑公交站点问题，杨梅坞
社区民主协商议事会也采用了“四步走”
工作法，在收集研判问题后，第一时间联
系公交公司解决问题。联系沟通后，民主
协商议事会发现，这一问题不是一个部门
能解决的，便整合多方力量进行协商解
决。5 月 30 日、6 月 6 日，杨梅坞社区民主

协商议事会两次会同公交公司、交通运输
公司、交警、苕溪城市建设公司及社区、社
区居民代表一起进行现场踏看，并召开协
调会。
最终，在各方努力下，成功商议制定
出解决方案：交警对乱停车现象进行管
理，缓解交通拥堵问题；规划减少兴泰花
苑门口处泊车位，便于公交车通过；在兴
泰花苑门口处设立公交站牌代替停靠棚，
合理利用道路空间。7 月中旬，公交 348
路兴泰花苑站顺利恢复使用，民主协商议
事会第一时间向居民们总结通报了问题
结局情况，
赢得了居民们的肯定。

投入 7000 余万 13 条
“四好农村路”全面开工建设

北塘路施工现场

本报讯 （记者 俞晓菲） 炎炎八月，
瓶窑镇张堰村的北塘路上，挖掘机、道路
工人正热火朝天地忙碌着，瓶窑镇 2019
年度“四好农村路”建设工程全面铺开。
年底前，瓶窑镇将建成 13 条共计 27.61
公里的
“四好农村路”。
“北塘路沿着北苕溪，连接着瓶窑镇
张堰村与西安寺村，往西可以一直延伸
至径山镇。今年，我们将北塘路列入‘四
好农村路’建设计划，将原本崎岖的土路

拓宽改建为柏油路。”瓶窑镇城建城管和
环境保护办公室副主任黄奇凯介绍，此
次建设的北塘路段全长约 6 公里，建成
后张堰村、西安寺村两村村民出行将更
加便利，
通往径山方向也将更加快捷。
记 者 了 解 到 ，今 年 瓶 窑 镇 将 投 入
7000 多万元，建设 13 条“四好农村路”。
其中 3 条道路进行拓宽改造，10 条道路
进行综合提升，涉及南山村、西安寺村、
张堰村、石濑村、窑北村、彭公村、塘埠村

7 个村庄。
“‘四好农村路’建设是顺应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民心工程，我
们一定要保质保量地把工程建设好。”黄
奇凯介绍，
“今年 3 月底，完成工程招标，
7 月底，所有工程全面动工建设。我们将
联合相关村社、上级部门、施工单位、监
理单位等各方力量对工程进度、质量进
行全程管理，保障各工程项目在年底前
完成。”

垃圾分类趣味游戏

本报讯 （记者 俞晓菲 通讯员 施振东）
眼下正值暑期，为充实少年儿童暑期生活、全
面提高少年儿童综合素质，瓶窑镇充分发挥统
战人士力量，以统战阵地溪畔·同心荟为平台，
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为载体，开
设同心假日学校。
近日，一堂趣味十足的垃圾分类主题课程
课在瓶窑镇溪畔·同心荟生动开讲。杭州市社
区科普讲师团王胜平讲师为参与活动的 20 组
亲子家庭进行了垃圾分类专题培训，深入浅出
的介绍了垃圾的产生、处理过程以及垃圾如何
分类投放。随后，小朋友们和家长一起参与
“你划我猜”
“ 狂欢套圈圈”等垃圾分类趣味游
戏，通过生动的游戏加深孩子们对于垃圾分类
的理解。
活动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以寓教于乐的方
式，帮助孩子和家长们学习垃圾分类的知识，
提高垃圾分类和环境保护的意识，引导孩子与
家长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共同参与垃圾
分类，共同助力美丽余杭建设。
据悉，瓶窑镇同心假日学校于今年 7 月正
式启动，已经吸引了许多少年儿童参与。近
期，同心假日学校还将邀请统战人士代表，面
向全镇少年儿童开展书画培训、风筝制作、陶
艺体验等特色课程，以同心力量丰富 1 学生的
假日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