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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亮文化品牌 助力产业兴旺
干江镇打造“文化强镇”提升文化软实力
■通讯员 王萍晓 尤丹霞/摄

弘扬红色文化 推动党史学习

“鱼悬洁白振清风，绿散亲宾岁
自穷……”近日，干江镇非遗传承人
鲍孔德新创作了一首以 《清正廉洁》
为题的鼓词，准备不久后在滨海村文
化礼堂举办的干江镇清廉文化送戏下
乡文艺晚会上表演。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干江
镇以群众“家门口”的文化礼堂为主
阵地，结合文化礼堂“家”活动载
体，邀请文艺团队、红色讲师等进驻
礼堂，让干部群众在党史学习教育中
共享文化盛宴。
“我们以百年光辉党史为主题，
创作出一大批通俗易懂、直抵人心的
文艺作品，目的就是通过文艺发
‘声 ’，让党史学习教育更加可观可
感，在潜移默化中厚植爱国主义情
怀，真正实现党史学习教育与群众
‘零距离’。”干江镇党委委员应丹表
示。
随着端午节的临近，干江镇各村
文化礼堂举行了“粽动员”活动，党
员干部和村民志愿者齐上阵包粽子，
并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将粽子和党史
学习书籍送到老党员和困难户的手
里。此举不仅让老党员了解党史学习
教育的新思想、新要求，让他们真切
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增强了对党组
织的归属感，也让年轻党员在与老党
员的交流沟通中进一步感悟初心、坚
定信仰。
“我们将继续深挖红色资源，打
造文艺精品，围绕‘七一’、国庆节
等重要时间节点，继续开展丰富多彩
的文艺活动，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入
耳、入心、入脑。
”应丹说。

夯实文化根基 擦亮文化品牌
在干江，像鲍孔德这样高水准的
文艺人才还有很多，呈现出百花齐
放、万紫千红的文化氛围。

坎门

了解毒品危害
共筑禁毒防线
本 报 讯 6 月 26 日 是 国 际 禁 毒
日。为深化禁毒宣传工作，加强青少
年毒品预防教育力度，近日，坎门西
台小学的部分学生来到坎门禁毒教育
基地进行参观。
从近代禁毒史到毒品的图文展示
和仿真展示，再到毒品对健康、家
庭、社会的危害……孩子们紧跟讲解
员的步伐，认真倾听，仔细做笔记，
学习毒品知识，了解毒品危害，认清
毒品的真面目。
活动中，禁毒社工向孩子们分发
禁毒宣传手册、展示仿真毒品，呼吁
他们把学习到的禁毒知识传递给身边
的同学、亲人，告诫他们一定要珍惜
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不受诱
惑，共筑禁毒防线。
（倪姗）

紫藤花社学生表演 《春香传
春香传》
》。
据了解，目前干江镇共有玉环众
欢文艺团、紫藤花社越剧社、干江秀
排舞队、雅韵旗袍队等文艺团队 17
支，各类文艺骨干 300 多名，在带动
群众性文艺活动、打造精品文艺的过
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夯实干江的文化根基，除了培
育文化团队和人才以外，我们更要保
护非遗，维护文化的多样性。”应丹
介绍说，干江镇共有省级文保单位 1
处，有省级非遗传承项目玉环鼓词、
玉环市级非遗传承项目戏靴制作，有
台州市级非遗传承人 1 人、玉环级非
遗传承人 2 人。
为了大力宣传非遗传承项目，干
江镇还在综合文化馆设置鼓词传承
角，开展玉环鼓词进礼堂、进校园等
活动，并举办过“非遗市集”，邀请
全国 40 多位非遗传承人齐聚上栈头，
吸引了 5000 多名游客前来参观。
除了“软件”外，在文化品牌
“硬件”打造方面，干江镇也是不遗
余力。
结合越剧文化和山海文化，各种
不同的特色文化阵地在干江镇域内遍
地开花，孟科娟名家工作室、杨珊玉
越剧音乐工作室、玉环市越海戏曲活
动中心等相继落地。此外，干江中心
小学还被评为小百花浙江省十大校园
“爱越基地”。
同时，干江还通过全镇戏曲大网
格，结合“四千工程”，以越剧文化
走亲、越剧进文化礼堂、越迷演唱大
赛等方式，每年送戏下乡 40 多场，惠
及群众超 5 万多人次。2020 年，该镇
被评为浙江省“戏曲之乡”。
走进干江镇综合文化站，记者仿
佛置身于一个小型的文化殿堂。这里
配有图书馆、文艺排练厅、小型影视
播放室、越剧名段墙等功能场室，总
面积达 2600 平方米，达到了“浙江省
特级综合文化站”标准。同时，该文
化站还引入了台州市天宜社会工作发

展中心，形成“社工+义工”的运行
模式，年均服务群众 1 万人次，并设
有市级图书馆分馆，建有标准的公共
电子阅览室，藏书约 2.5 万册，年均
新增书籍 1000 余本。而且，图书馆与
农家书屋形成联动，实现了图书的流
动，月平均流通量 500 册左右。
目前，干江镇已建农村文化礼堂
13 个，2021 年计划新建白马岙、木杓
头文化礼堂，实现农村文化礼堂全覆
盖。各村精准挖掘自身文化特色，按
照“一堂一品”要求，打造形成了越
音绕耳下栈头村文化礼堂、渔味风光
滨海文化礼堂、潮玩盛宴上栈头村文
化礼堂、荷塘月色垟坑村文化礼堂、
馥郁书香盐盘村梅岭文化礼堂、红色
传承炮台村文化礼堂等品牌。各村以
文化礼堂为中心，形成 15 分钟文明旅
游文化繁荣圈，开展科学小制作、经
典诵读、礼仪讲课、旗袍走秀、戏曲
等培训课程。

文旅融合发展 助力产业兴旺
近几年来，干江镇依托独有的礁
石资源和山海文化，将乡村文化与旅
游品牌完美结合，上栈头村玻璃栈
道、炮台村高空玻璃滑道、垟坑村
“荷塘月色”等旅游项目逐渐落成 ，
吸引了一大批游客。这种文旅融合发
展，以乡村旅游带动文化发展，以乡
村文化促进乡村旅游发展的模式，让
文化“软实力”成为乡村振兴的“硬
支撑”。
为了让文化助推旅游发展，干江
镇每年依托综合文化站和各文艺团队
在各景区开展各类演出 20 多场，《乡
村大擂台走进干江》 节目组、台州市
乡村振兴论坛等栏目也分别在村里取
景制作。
文化活动不仅带来精神富足，也
创造了丰厚的经济效益，浸润着文化
内涵。干江镇立足滨海景观带，每年
紧扣“跨山越海”主题策划了各种文

垟坑荷塘主题乐园学生红色研学
坑荷塘主题乐园学生红色研学。
。
化 节 庆 活 动 。 2020 年 ， 在 上 栈 头 景
区，“干江镇渔乐好运节暨跨山越海
寻好运”吸引了数万人次的游客流连
忘返。游客们不仅体验了景区游乐设
施、文明打卡行、千人同挂转运风
铃、节庆游戏等活动，还在“非遗市
集”上观看了变脸、蜡染、木偶、越
剧演唱等表演。
“我们连续举办了 3 届跨山越海挑
战赛、2 届摄影大赛，进一步打响了
干江的旅游品牌，同时积极探索‘直
播+’模式，通过网络直播带动乡村
旅游项目的推广和营销 。”应丹说 ，
今年的跨山越海挑战赛也正在筹备过
程中。
除了致力于文旅融合，干江镇还
积极引进多元文化旅游新业态，与丰
富的文化遗产资源相结合，促进文旅
共兴。
该镇引进了江西奕东园环境艺术
工程有限公司入驻干江滨港工业城。
据了解，该公司主要从事城市大型雕
塑、工艺品及雕塑博物馆等，项目投
资总额约 5 亿元，占地 50 亩，目前正
在进行厂房建设。此外，该镇还在干
江党群院落设置花艺坊、非遗馆、政
治生活馆等场馆，开展银饰制作、插
花培训等文化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
打卡。
正是通过这种多元文化业态的发
展，干江镇积极培育壮大旅游经营主
体，培养挖掘出一批本土旅游人才，
增强了旅游富民带动力。
“我们将继续以‘争先进、创一
流’为目标，团结奋进，常抓不懈，
使文化建设再上新台阶，为把干江建
设成为经济繁荣、人民富裕、社会和
谐的漩门湾东岸明珠而努力奋斗 。”
干江镇党委书记金荣通表示。

亮点聚焦

赓续红色基因 传承红色精神
玉城街道开展“童心向党迎百年”系列活动
本报讯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近日，玉城街道妇联、团
委联合各村 （社区） 文化礼堂，开
展“童心向党迎百年 筑梦成长奔未
来”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在快乐有
趣的活动中厚植爱党、爱国的情
感，赓续红色基因、感悟红色力
量、传承红色精神。

红色研学走长征
“时刻准备，建立功勋，要把敌
人，消灭干净……为着理想勇敢前
进，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近
日，在铿锵有力的 《中国少年先锋
队队歌》 合唱声中，玉城街道环东
村、环礁村、后蛟村的巾帼志愿者
带着孩子们走进坎门东沙渔村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拉开了红色研学实
践教育的序幕。

在现场，孩子们换上红军的服
装，头戴军帽，腰扎皮带。他们一
身戎装，头顶的红五星和胸前的红
领巾格外醒目。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
国强。让孩子们换上军装，整队行
进，是红色研学的一种“沉浸式”
实践教育，是为了让孩子们亲身感
受革命烽火中的红色豪情，让红色
基因融入他们的血脉，让他们从中
汲取奋发向上的磅礴力量。

书海寻宝趣味多
“书海寻宝，摸石过河，两人三
足……”日前，玉城街道妇联联合
新华书店开展“‘六一’书海寻踪
挑战赛”活动。
在活动中，家长与孩子一起用
获取积分来得到线索，再通过线索

大麦屿

分享廉洁微故事

■本报记者 陈微斐/文

一项项非遗，展现当地历史文化
底蕴；一场场活动，点燃群众文化热
情；一个个文化礼堂，让文化真正融
进百姓生活。近年来，干江镇把创建
省级文化强镇工作作为塑造干江新形
象、提升镇域软实力、打造文创新业
态的重要抓手，以坚强的组织领导引
领创建工作不断走向深入，持续提高
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水平，群众文化
满意度得到显著提升。
在这片热忱的土地上，文化惠民
形式丰富，百花齐放，硕果喜人。

乡镇活动

找到对应的图书。最终，他们将线
索卡与图书上交给工作人员以核兑
宝箱，并可以用宝箱中的积分卡总
和来兑换小礼品。通过这种欢乐的
游玩气氛，提高了家长和孩子们对
图书的阅读兴趣。

童声歌咏赞百年
近日，在城关中心幼儿园，一
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在 《歌唱祖
国》 中拉开序幕。
在孩子们稚嫩、可爱而嘹亮的
声音中，一首首红歌在幼儿园上空
回响，一面面小红旗在心中飘扬。
当小朋友们合唱 《红星闪闪》 时，
更是引来台下老师与家长一起合
唱，掀起了歌咏比赛的高潮。大家
共同唱出了对祖国的深情，唱响了
新时代儿童的爱国情怀。（许珊珊）

本报讯 “周总理
说，国家现在这么困
难，各方面建设都需要
资金，怎么能用公款为
我家里装修，这是不能
允 许 、 不 能 容 忍 的
……” 近 日 ， 大 麦 屿 街
道组织开展了一场别开
生面的“廉政微故事
会”，10 名青年干部通过
讲述革命先辈的廉政故
事，在分享中潜移默化
地传承廉洁美德和优良
家风，提升党性修养。
从 《周 总 理 拒 进 家
门》 到 《朱德总司令教
军民识别野菜》，青年干
部以清廉为主题，从大
家熟悉的革命先辈经典
故事入手，开展故事分
享接力。
当大家听到周恩来
总理坚持将新换的地
毯、灯具、窗帘等能挪
动的东西全部搬走，对
于不能再更换的东西坚
持个人付款，绝不用国
家的钱时，纷纷为周总

理清廉勤俭的作风点
赞。“周总理才是真‘偶
像’。”“即便我们可能达
不到周总理这样的高
度，但是我们可以先从
小事做起。
”
虽然故事接力结束
了，但讨论还在继续。
大家热烈地发表着自己
的感想，认为这些生活
上、工作上的小故事里
蕴涵的精神和美德，需
要我们继承和宣扬。
据悉，廉政故事会
是大麦屿街道“学史 崇
德 守廉”系列活动的一
个创新，以讲故事的形
式生动诠释廉政文化，
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传
播廉政思想、弘扬清风
正 气 。“ 通 过 微 故 事 分
享、学习和接力进行传
廉、倡廉、颂廉，在每
位青年干部的心里种下
廉洁的种子，这就是这
个活动的目的。”大麦屿
街道纪工委书记王建新
说道。
（蒋婧）

楚门

“扫黄打非”进社区
本报讯 随着端午节
的临近，近日，楚门镇
在湖滨社区的邻里中心
组织开展“楚门镇‘护
苗 2021·绿书签’进社
区活动”，一方面共话端
午佳节、弘扬传统文
化，另一方面号召广大
群众共同抵制各种“黄
非”社会现象，营造青
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良
好社会文化环境。
活动中，工作人员
与“扫黄打非”志愿者
积极行动，向身着汉服
的国学班小朋友播放

“扫黄打非”宣传片、发
放绿书签、观看宣传
板、与横幅合影等，宣
讲“护苗”法律政策和
青少年网络安全知识，
以增强青少年的网络安
全和防范意识，共同维
护知识产权，营造良好
网络环境。
此次宣传活动切实
提高了“扫黄打非”工
作的社会知晓率，提升
了群众保护知识产权的
意识，营造了良好的社
会氛围。
（陈瑶）

清港

吹响“找寻查挖”号角
本报讯 为全面排查
涉水环境问题，推动环
境污染问题发现机制落
地见效，近日，清港镇
全面吹响“五水共治”
“找寻查挖”号角，全力
找短板、寻盲区、查漏
洞、挖死角，消除各类
涉水隐患，确保水环境
整治成果巩固提升。
在清港老街，排查
人员正利用内窥摄像检
测系统管道机器人对排
水管网进行内窥检测，
通过机器人自带的镜
头，无死角呈现管道内
的情况。作为清港镇最
繁华的商业街，清港老
街汇集了许多餐饮、美
发等涉水行业，加上原
有管网陈旧复杂，虽然
已完成污水零直排建
设，但也容易出现反弹
隐患。
“目前，排摸任务已
完成过半，排查出大大
小小的问题 20 余个。针
对排查出来的漏洞，我
们第一时间安排施工人

员进场整改，确保及时
消除隐患。”清港镇治水
办工作人员郑林辉说。
清港镇治水办工作
人员颜贻方在日常巡河
时，发现一条河的河面
布满了绿藻，便拍下照
片发到“巡河曝光”微
信群里，同时第一时间
将问题制作成整改单发
送给相关责任人员，要
求及时作出整改。
“反馈过来的问题，
我们会制作成整改单，
并根据处理的难易程度
限时要求相关负责人作
出整改，除绿藻、垃圾
外，我们还要求重点巡
查沿河是否存在违法排
污口、违建违搭等问
题。
”颜贻方说。
据悉，截至目前，
清港镇已成立 2 支巡河专
项小组，对辖区内河道
进行全面巡查，共计发
放 河 道 整 改 单 60 余 张 ，
并均已完成整改。
（卢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