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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卫英 实习生 钱家骏

“村村寨寨哎，打起鼓敲起锣，阿佤
唱新歌……”这些天，云南省沧源佤族
自治县的村村寨寨一片欢腾，习近平总
书记给班洪乡、班老乡9个边境村的10
位老支书们的回信传遍阿佤山，十里八
村的佤族群众欢聚一起，敲响木鼓，唱
起《阿佤人民唱新歌》。

阿佤人民的这份快乐，深深感染了
在沧源工作、创业的婺商。他们不仅见
证了佤山的巨变、阿佤人民的幸福生
活，也为佤山幸福工程茅草房改造、村
村通公路、整族脱贫、生态文明建设、旅
游发展、疫情防控等贡献婺商力量。

佤乡通村路婺商共出力

“这些天，佤族老乡们像过节一样
热闹，我们感同身受，和他们一样开
心！”8月27日，记者联系上在沧源佤族
自治县的浙江金信水泥有限公司董事
长金志华时，他告诉记者，8月20日以
来，全厂职工在工作之余聊得最多的话
题就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信中的一
字一句，大家都铭记在心。“习近平总书
记的回信，让云南边疆各族儿女深切感

受到总书记对边疆人民的亲切关怀，大
家深受鼓舞。”

“在没修通公路之前，县城到各乡
各村全是泥土路，班洪乡、班老乡的村民
去一趟县城得花一天时间。”金志华说，
沧源县从2016年开始修路，如今村村通
水泥路，各乡之间的车程大大缩短。

说到修建水泥路，金志华自豪地
说，沧源县修建通村水泥路所用的水
泥，均由他们公司供应，从 2016 年开
始，公司每年有十几万吨水泥用于沧源
县的交通建设。5年来，沧源县用金信
水泥修建公路约1000公里。

“喝水不忘挖井人，作为沧源本地
一家企业，我们有责任为佤族人民多作
贡献。”金志华说，他们供应给本地公用
事业建设用的水泥，低于市场价五六十
元/吨，无论是修建通村公路，还是沧源
机场的开通、国际音乐节的举办等，都
有金信水泥赞助的身影。

“沧源是我家，我爱我的家！”

金志华是婺城区竹马乡金店村人，
他在西南边陲扎根办企业已有12年，他
让当地一家濒临倒闭的国企起死回生，
并带领周边的佤族老乡奔向致富路。

金志华说，目前公司本地佤族员工
有 90 多名。自从 2009 年接手勐省水
泥厂后，他就把沧源当成了第二故乡，
把公司当成了第二个家。

“沧源是我家，我爱我的家！”这是
金志华的口头禅，他已完全融入佤乡，
与佤乡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在沧源创业的这些年，金志华不仅
先后帮助地方政府解决了200多人的就
业问题，还帮助处理了一座废弃尾矿历
史遗留难题。7月22日，浙江金信水泥
有限公司、沧源佤族自治县云矿金腊资
源有限公司尾矿砂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供
应协议签约，双方共投入资金 2500 万
元，对生产设施设备进行技改升级。“循
环利用，变废为宝，这是践行新发展理
念，实现资源节约、产业发展、环境治理
及保护的重要举措。”金志华说，该项目
日均处理600吨尾矿砂，将令人头疼的
损坏土壤物质加工成水泥原材料。

阿佤人民日子越过越好

50多年前，一首脍炙人口的《阿佤
人民唱新歌》传遍大江南北。如今，阿
佤人民再次唱响幸福之歌，表达永远感
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的10位老支
书，细数了佤乡巨变，报告了阿佤人民
的幸福生活，表达了边疆人民心向党、
心向祖国的拳拳之心。总书记回信指
出，阿佤人民要继续抓好乡村振兴、兴
边富民，促进各族群众共同富裕，促进
边疆繁荣稳定，并勉励他们发挥模范带
头作用，引领乡亲们建设好美丽家园。

在沧源县创业的 12 年，金志华亲
眼见证了全国最大佤族聚居地——沧
源佤族自治县，从贫穷落后到全面小康
的历史性跨越。金志华说，如今，一个
个佤族村寨建起了一幢幢富有特色的
新民居，宽敞整洁的水泥路通到村里，
家家户户喝上了自来水，用上了互联
网，群众看病不再难……

“我经常与这边的县乡领导、村干部
交流，向他们介绍金华乡村振兴、村民致
富的经验。”金志华在金店村曾担任村党
支部书记，经常向当地干部介绍金华“五
水共治”、美丽乡村和精品村建设等，还
多次陪同佤乡干部到金华学习考察。

“世界佤乡”秘境沧源，在这片神奇
美丽的土地上，共同生活着佤族、汉族、
傣族、彝族、拉祜族等诸多民族，千百年
来各族人民团结友好、和睦共处，用勤
劳的双手共同建设美丽幸福的佤乡。

婺商在佤乡同唱一首新歌

记者 倪远山 通讯员 周静莉

8月26日下午，杜新忠戒毒工作室
在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揭牌，这是我市首
个戒毒工作室。“在戒毒领域，我们还有
很多事情可以做，我想通过工作室帮助
更多有需要的人。”杜新忠说。

创办“中国第一戒毒网”
获联合国专家高度评价

几个月前，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
负责人找到杜新忠，想让他创办戒毒工作
室，以此为载体更好地开展戒毒工作。

杜新忠是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
所医务科副主任医师，是一名不寻常的
民警。他在全国戒毒领域非常出名，创
办的杜新忠戒毒网连续 18 年不断更
新，被业内称为“中国第一戒毒网”。

2003 年，从事禁毒工作的杜新忠
觉得网站是一个很好的分类和收藏专
业知识的地方。机缘巧合之下，他和一
名曾经帮助过的吸毒人员的家属聊起

这件事。对方觉得这个想法很好，就帮
他搭建了网站的基础框架。

接下来的 18 年，杜新忠凭借毅力
和对戒毒工作的热爱，日复一日地搜集
戒毒领域的学术知识，将网站细分为戒
毒要闻、禁毒综合、毒品各论、戒毒模
式、戒毒研究等21个大类，每个大的分
类之下还有数个小类别。如今网站收
集的词条数量多达4万多条，囊括戒毒
领域的方方面面。

联合国国际麻醉品管制署专家和美
国哈佛大学教授看了杜新忠的戒毒网站
后，称赞网站内容专业、资料齐全，常常
给杜新忠发邮件探讨学术问题。如今，
网站平均每天有2000人次浏览量。

因为网站他成了名人
每天收到数十封邮件

网站办了几年之后，杜新忠成了国
内戒毒领域的名人，每天有各种戒毒机
构、戒毒单位和他联系，每天还会收到
数十封来自世界各地的邮件，有吸毒人

员的求助，也有学术专家的业务探讨。
杜新忠说，戒毒是一项长期、综合

性的工程，牵涉吸毒人员的各个方面。
为了更好地帮助戒毒人员，他把自己的
联系电话挂在了网站顶端最醒目的位
置，常有吸毒人员在半夜给他打电话，
讲述自己的处境。

因为杜新忠的耐心和专业，被他帮
助过的戒毒人员逢年过节常会给他发
来问候短信。“看到自己的网站有了影
响力，许多人因为受到帮助向我感谢，
我有了成就感，也就有了继续做下去的
动力。”杜新忠说。

杜新忠是个爱钻研的人，在不断钻
研和学习后，成了戒毒领域的专家。他
被授予市公安局专家型人才，是浙江大
学师资库成员、扬州大学医学院外聘教
授、浙江省戒毒协会理事、西北政法大
学禁毒政策与法律研究所研究员。

编写戒毒教材
想通过工作室做更多的事

得益于网站建立后积累的大量病
例材料，杜新忠独立撰写了一本戒毒
著作《实用戒毒医学》。人民卫生出版
社一位老编辑看完这本书后感叹：“书
名以‘实用’开头，却由一名普通的警
官医生写成，很难得。”现在这本书已
出第二版，被一些大专院校选为戒毒
专业的教科书。之后，他还参编《阿片
类物质使用相关障碍临床诊疗指南》，
与人合著《心理障碍防治368问》《禁毒
百问》，参与《禁毒法》《吸毒成瘾认定
办法》修订。

岁月流逝，杜新忠在这个岗位上坚
守了 32 年。对于新成立的戒毒工作
室，他希望通过这个工作室，研究更多
戒毒教育矫正、心理矫治和康复治疗等
工作，计划引进先进的经颅磁刺激设备
和虚拟现实设备，利用科技手段对戒毒
人员实施治疗。

在杜新忠戒毒网的网站主页上，有
一行用动画制作的警语：“朋友：几时你
不再画地为牢，你的心，便同世界一样
丰富宽广。”

他创办了“中国第一戒毒网”
又办起我市首个戒毒工作室

记者 倪远山

严美娟和丈夫邵劲松，一个廉
洁办公，一个廉洁教学，营造了清
廉、纯正、和谐的良好家风。

严美娟是婺城区财政支付中心
主任，在婺城区财政局工作了 14
年，是一名精通业务的工作能手，连
续多年被评为优秀公务员。她每天
的工作就是解决财政支付审核过程
中遇到的一些疑难杂症。“每天会和
很多人沟通，协调各种问题。”严美
娟说，只要按规定办事，把权力关进
制度的笼子里，那廉洁就是件简单
的事。

支付中心的工作较为繁琐，每
到一些关键节点，工作人员就要通
宵达旦才能把活干完。在工作中，
经常会有一些相关人员“盯着”严美
娟。他们找到严美娟，希望能加快
项目资金的支付速度。严美娟会统
一回复，所有项目按程序支付，支付
中心的每一名工作人员会以最快速
度支付款项。秉持公平、公正、公开
的原则，严美娟要求支付中心审核
人员在规定的工作时限内完成支付
审核。

“有制度就好办，也不用担心出
问题。”严美娟说。

严美娟的丈夫邵劲松是金华四

中的科学老师。邵劲松从事教育工
作已有31年，大部分时间担任班主
任，在学生和家长中有很好的口
碑。他最大的快乐是学生毕业后能
想起他，偶尔回校看看他。

邵劲松喜欢和学生相处，他不
仅教授专业课知识，还经常和学生
探讨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其他班
主任会头疼后进生，我却觉得每个
学生都有不同的潜能，只是教师和
家长如何看待和发掘。”邵劲松说。

邵劲松教书认真负责，以至于
儿子经常埋怨说看不见他。连严美
娟也开玩笑地说：“他一上课就精力
充沛，一放假就浑身不舒服。”邵劲
松说，自己教书的成就感和乐趣来
自于学生对他的认可，钱和其他物
质换不来这种快乐，廉洁教学在他
看来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

因为在工作上花费了大量时
间，严美娟和邵劲松平时下班后就
在家休息，很少参加社交活动。空
闲时，他们就会陪老人一起吃吃饭、
聊聊天。

“我们俩都享受这种清廉带来
的清净，它让我们感到内心安定。”
严美娟说。

记者 范煜琦

暑期已进入倒计时，与此同
时，“秋老虎”的威力让人对出门游
玩望而却步。晚上天气凉快下来，
散步寻觅一个好去处成了不少家
庭的选择。夜色里，设施齐全，景
色美丽的湖海塘公园吸引了许多
人前往。在市民尽情享受美景、放
松心情的时候，他们的言行也成为
了另一道风景。

在湖海塘公园的沙滩上，人头
攒动。不少儿童在父母的陪同下在
沙滩上堆沙子，在湖边玩水。“不可
以在沙子里埋垃圾，这是在破坏环

境。”一名幼童拿着塑料玩具铲子把
一个小小的糖果壳埋进了沙子里，
孩子妈妈发现后立马制止。“虽然她
现在还小，但我要让她形成爱护环
境、讲文明的意识，并养成习惯。”

不喧哗吵闹，不随地吐痰和口
香糖，不乱扔废弃物……记者看到，
有的市民还自备袋子提在手上，以
备需要时把垃圾放进袋子里。

“马上要开学了，带着孩子出来
走走，用文明出游向暑期说再见。”
一位市民告诉记者。

专注工作 享受清廉带来的清净

从小讲文明

文 明 旅 游

记者 胡肖飞 文/摄

昨天，市区华东水果批发市场的
几位果蔬经营户，向记者展示了来自
新疆的新鲜嘎啦果。

据介绍，8月25日，满载金华援
疆指挥部“疆果东送”30吨新疆嘎啦
果的首趟援疆货车，经过60个小时
近万里的长途跋涉，顺利抵达市区。
首趟援疆货运班车的成功开行，显示
阿克苏地区产品出疆物流体系进一
步打通了。

疆果东送

制图：包涵

记者 胡哲南 通讯员 应羽淇

这是个发生在磐安小山村里的孝
心故事，主人公是今年102 岁的瘫痪
老母和她年逾七旬的儿子。

这位百岁老人叫孔香花，是磐安
县方前镇岙口村人。50年前，老伴离
开了人世，孔香花与儿子相依为命。

2011年9月的一天，吃完晚饭后
孔香花自己上楼时，在楼梯上摔了一
跤，头部大出血，腰部骨裂。在厨房忙
碌的儿子张荣福听见声响冲过来立即
抱起母亲赶往医院。由于年纪大，医
生建议不做手术，孔香花自此落下残
疾，瘫痪在床。张荣福便义不容辞照
顾瘫痪在床的老母亲。

2012年7月，张荣福去方前集市
买生活用品，骑三轮车回家路上摔倒，
一个肾被切除，自此不能再干重体力
活，一心一意在家照顾母亲，妻子施土
妹闲时外出打零工。从此，洗衣、做
饭、护理卧床母亲成为张荣福的日常。

“小时候母亲把所有的宠爱都给
了我，现在我就想照顾好母亲。”张荣
福的想法得到妻子、儿子的支持。于
是，张荣福每天定时为母亲翻身换衣
裳，抱她上厕所，每三天擦洗一次身

体。母亲爱吃零食水果冻，张荣福便
在她的床头柜每天都准备一点。10
年的精心照顾，常年卧床不起的老母
亲，不仅睡的房间里没有一点异味，更
难得的是身上没有一处褥疮。

10年来，张荣福照顾老母亲的故
事被当地人传为佳话，其孝顺老母亲
的举动，深深感染了家人。如今，张荣
福的儿子张昌森有时间回家，第一时
间就是去问候奶奶，为其翻身、换被
褥，晚上睡觉前拿热水给奶奶泡脚。
良好的家风传承了下来，大家庭更加
和谐幸福。村里人都说：“老人至今能
够健在，与她儿子、儿媳妇多年来的细
心照料是分不开的。”

“母亲是一个和善的人，对周围的
人都很好，现在村里的人也常来看望
她。”74岁的张荣福说，母亲年轻时不
仅聪明能干，心地也善良。

“孔香花是方岙口村第一位百岁
老人。”昨天，岙口村党支部书记孔万
昌对记者说，“家有长寿老人是全家人
的福气，也是岙口村的光荣。”这几年，
岙口村的党员、村干部会定期上门看
望孔香花老人，她看见熟人来会聊聊
家常，并夸夸自己的儿子：“我现在过
得好，多亏有一个宠我的好儿子。”

102岁老人：我有一个宠我的好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