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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张云飞 文/摄

9 月 16 日，在义亭镇的国贸大
道与镇前街交叉口，义亭 19 家月
饼生产企业的摊位一字排开，色泽
金黄、加盖红印、皮薄酥脆的义亭
月饼吸引了不少过往市民。月饼象
征着团圆，在国人心中占有非常重
要地位。中秋节来临前，月饼销售
进入了高峰期。

自从有了“红糖飘香”精品线，
义亭月饼的香味也越飘越远，从金
华过来采购月饼的消费者越来越
多。随着精品线旅客的增多，义亭
月饼的销势越来越好。义亭月饼生
产企业负责人鲍先生说：“月饼已
成为我们的富民产业，精品线成了
我们的富民路。”

当天中午，东阳一家企业的负
责人曾先生专程赶到义亭“月饼集
市”，购买了 60 盒义亭月饼。他说：

“我每年都会来义亭，这里月饼的
味道很不错，我就买去给员工当福
利。”义亭月饼的名号越来越响，目
前已走出义乌，占领周边县市的中
秋礼品市场。

据说，义亭月饼已有 60 多年
的历史，承载了一代代义乌人的乡
土记忆。近年来，随着市民口味的
变化，义亭月饼开始从制作工艺、
配方、造型等方面寻求突破点。除
了传统的黑芝麻、百果、核桃和白
糖等口味以外，红豆月饼、苏式月
饼中不常见的五仁月饼、带有义
亭特色的红糖月饼也成为这个

“月饼家族”的新成员，已经上市，
颇受年轻人青睐。此外，从消费者
健康角度出发，义亭月饼还改进
了配方，减少含糖量，吃起来不会
像前些年的那么甜，口感也会软
一些。10 多年来，每年中秋节前的
半个月，义亭“月饼集市”都会准时
与市民见面。

“我们每天都会随机抽查一定
数量的企业，以确保消费者能吃到
质量放心的义亭月饼。”义亭市场
监管所副所长宋嘉祁说。

“目前，义亭共有 19 家月饼生产
企业，主要分布在义亭各村和镇区，
占据了义乌月饼市场的半壁江山。每
当到了销售旺季，全镇能日产月饼 7

万多筒，全年月饼收入 1000 多万元，
带动了 500 多人就业，成为义亭百姓
的富民产业。”义亭镇综合监管中心
主任章剑锋说。

“月饼集市”上线 顾客纷至沓来

义亭：共富路上月饼香

▢ 全媒体记者 陈洋波

本报讯 9月18日下午，在
市拘留所，贵州籍在拘人员李
灿（化名）通过远程视频会见系
统见到电脑另一端的妻儿时，潸
然泪下。“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和
改造，争取早日回家跟你们团
聚。”李灿说话间有些激动。

到了中秋节，在拘人员对
家人的思念更加强烈。“最近几
天，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在拘
人员深夜辗转反侧，他们在为
自己所犯的错误反省，也因节
日里无法跟家人团聚而难过。”
市拘留所民警俞颖说。

因为疫情防控的需要，监
管场所全面停止面对面的家属
会见。可是了解了在拘人员的
诉求后，市拘留所出于人性化考
虑，积极为他们办理远程视频
会见申请，希望他们在真心悔
过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节日亲情
的温暖，努力走上人生正途。

市拘留所所长冯潮贵告诉
记者，以往的正常会见需在拘
人员家属到拘留所申请，而远
程视频会见只需家属在手机“浙
里办”App上申请，拘留所核实
后即可开通。远程视频会见满足
了疫情防控期间在拘人员会见
家属的需求，也为办事群众与在
拘人员家属提供了便利。

冯潮贵表示，远程视频会
见系统的推出，不仅给在拘人
员及其家属提供便利，还有利
于监管。“让在拘人员与家属视
频沟通，缓解了疫情防控期间
在拘人员的心理压力和不良情
绪，并及时了解他们的心理活
动，便于重点关注有心理异常
的人员，还可以更好地与家属
建立对在拘人员实施教育劝导
的‘桥梁’，化解一些矛盾，普及
相关法律知识。”

截至目前，通过该远程视
频会见系统会见的在拘人员和
家属已达100多人次。

视频会见
拘留所让在拘人员与家属远程“团圆”

▢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本报讯 月圆中秋情意浓，
助残志愿在行动。在市慈善总
会“善行孝义”主旨的感召下，9
月18日上午，幸福汇助残服务
中心组织了一场“助残助老送
幸福”下乡慰问活动，将爱心与
温暖落实到行动中。

“这些都是基本生活品，希
望你们过个快乐的中秋节。”在
上溪镇苦竹塘村，志愿者把月
饼、米、面、食用油、洗发水等慰
问品送到受助对象家中。据了
解，当天志愿者们为上溪镇30
位固定受助对象送去了节日慰
问品，并了解了他们近期生活、
健康等情况，鼓励受助对象积
极乐观面对生活。

据了解，幸福汇助残服务

中心成立于2019年，目前已有
专业全职管护人员、志愿者和
义工等 100 余人，固定照顾对
象近 100 人，曾帮扶过全市残
疾人、老年人近千人。该中心志
愿者还为受助人员提供了技能
培训、就业机会和创业帮扶等
诸多服务，让他们对生活充满
信心，努力成为自食其力的人。

幸福汇助残服务中心还建
立了幸福汇残疾人之家、稠城街
道残疾人之家、义亭镇幸福汇残
疾人之家等公益机构，为广大残
障人士提供庇护场所，实现生活
照料、技能培训、康复服务、文娱
活动、劳动就业等一体化服务。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中秋节助残
助老活动，吸引更多爱心人士加
入公益助残队伍。”幸福汇助残
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助残助老
“幸福汇”中秋前夕下乡送温暖

▢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本报讯 9月17日晚上，在宾王
未来社区的义驾山广场上，一场形
式多样的迎中秋活动正在有序展
开。品茶下棋、拜月吟诗、击鼓传花、
古筝弹奏、趣味投壶等带有古风古
韵元素的节目，以及集体做月饼、贴
花灯等活动。几家知名理发店还安
排理发师现场设摊“义剪”，免费为
65周岁以上的老人理发。

“将人本化需求付诸实践，将居
民需求与社区服务相连，将居民与

美好生活的距离拉近，让生活的烟
火气徐徐散发。”宾王未来社区相关
负责人表示，义乌是一个开放包容
的城市，其中宾王社区有很多来自
全国各地的外来建设者以及外国友
人，在中秋佳节到来之际，希望通过
这些活动，让居住和生活在这里的
人们参与其中，感受到节日的快乐，
增强了归属感和幸福感。

“社区很用心，活动比较接地
气，孩子也玩得很开心。”来自湖南
的郝女士领着 6 岁女儿先后参加
了投壶、下五子棋以及亲子做月饼

活动。她说，原本想带孩子回老家过
中秋的，可是因为疫情取消了行程，

“老公和孩子都在身边，单位又刚发
了月饼和水果，所以就决定在义乌过
中秋节了。”

傅大妈是土生土长的义驾山人，
儿子在上海工作，女儿一家住在金华，
平日里就她和老伴一起生活，当晚两
老都去排队免费理发。“以前每年中
秋，儿女们大多都会回来聚聚，这两年
孩子大了课业重，再加上疫情原因，回
来次数少了。”傅大妈说，“中秋在哪儿
都是过，只要大家平安健康就好。现在

我们这里可热闹了，家门口就能办很
多事，儿女们也放心了许多。”

“融千百小家，荣社区大家”，这是
宾王未来社区一直坚持的理念。如今，
这里已形成公共服务中心、幸福学堂、
智慧健康站、生活工坊以及“低碳生
活·环保+”等多个智慧生活场景。与
此同时，“云咏宾王”小程序又上线了，
并在平台中设立了互联网医院、云管
家、社区公交、微心愿、活动报名、家头
条、邻里帮、文E家等线上办事窗口和
资讯，千方百计让居民住得更舒心、过
得更开心。

缤纷中秋节 浓浓“烟火气”

▢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本报讯 中秋月圆圆，人儿团圆
圆。9月17日，北苑街道四季社区开
展“民族一家亲 共叙中秋情”主题
活动，邀请辖区多民族群众一起提
前赏明月、话团圆，共叙中秋佳话。

当晚，月色醉人，身穿民族服
饰的少数民族代表载歌载舞，为居
民表演精彩节目。活动现场设有茶
歇区，少数民族同胞和社区居民齐
聚一堂，边赏月边品味美食，感受
别样中秋团圆宴。

活动中，四季社区设置了灯下

识月猜灯谜、月宫折桂投箭壶、举杯
邀月吟诵诗、嫦娥迎月掷沙包、玉兔
抱月套团圈、秋夕望月送祈福等游戏
环节。大家一起品美食、话家常、叙温
情，充满快乐祥和的气氛。

“传统节日最容易唤起对亲人、
对家庭的情感，唤起对民族文化的记

忆、对民族精神的认同。”四季社区
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热闹过节与科
学过节、文明过节相结合，更好地纪
念中秋佳节，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憧
憬与期盼。通过本次活动，居民们在
交流中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轻
松生活、开心过节。

中秋月更圆 民族一家亲

▢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本报讯 9月19日，稠城街道江
滨社区联合物业公司开展以“清风
明月守初心 廉洁中秋伴我行”为主
题的迎中秋活动。亲子做月饼、垃圾
分类竞答、旗袍秀等活动都吸引了
不少居民观看和参与，现场欢声笑
语不断。

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又到了。
过节应该有“节味”，而对党员干部
来说，还要加一些“廉味”“人情味”，
多念“廉政经”，多吹“清正风”，把服

务举措做到百姓心坎里，让节日过
得别有风味。

“廉不廉，看过节。”和其他很多
中秋节活动不同的是，江滨社区在
活动中加入了“廉”的元素，专门购
置和廉洁有关的月饼模具，以供现
场制作。

“清正廉洁！”眼瞅着奶奶新做的
四个月饼成型了，上小学三年级的孙
子上前一一念出月饼上的字。“每年
中秋，大家都要吃月饼，有冰激凌味
的雪月饼、芝麻馅的义亭月饼，还有
其他多种口味的月饼，可是这种‘廉’

字月饼，才第一次看见。”被问及知道这
是什么意思时，孩子的回答很干脆，“知
道，我们班会上提到过，廉洁要从小做
起，诚实、不撒谎、不贪小便宜。”

近年来，江滨社区积极尝试，以“多
校廉盟”的方式强化辖区校园廉洁教
育，以点带面，开展形式多样的系列实
践活动，努力推进“清廉社区”建设。比
如，江滨小学不定时举办“清廉班会”，
保联小学设置“师德承诺签名墙”，商城
幼儿园师生用剪纸艺术丰富“廉洁文
化”，将廉洁教育与德育教学相结合。

在居民们积极参与下，一个个花样

不一、口味各异的月饼呈现在大家面
前。随后，居民们将一些自制的月饼亲
手送到辖区卫生保洁员等外来建设者
手中，热情地请他们品尝。

“尝尝看，我刚做好的，外形看着不
怎么样，味道应该还可以的，黄色月饼
里面有蛋黄，红色月饼是豆沙枣泥馅
的。”家住柳园的刘阿姨送月饼给楼下
的保洁员时，保洁员腼腆地表示感谢。

“义乌这边的人大多很和善，很有
人情味，有时还会给我们送水果和矿
泉水。”一位在小区干了两年清洁工作
的清扫工说。

“廉味+人情味”中秋别有风味

刚出炉的义亭月饼。

工人在车间生产月饼。 月饼集市顾客如云。

▢ 全媒体记者 陈健贤 文/摄

“这里面有月饼、文具、体
育用品，你看看，喜不喜欢？”昨
日上午，市青少年综合服务中
心的志愿者为150名困境儿童
送去了中秋礼包，这是“花开的
声音”困境儿童心理赋能成长
项目的内容之一。

记者跟随其中一组志愿者
走访了城西及上溪的困境儿
童。志愿者除了为他们送去中
秋礼包，还询问了他们的学习
和生活等情况。在小楼、小强
姐弟俩家里，志愿者看到他们
住的房子年久失修、破旧不
堪，小强跟 89 岁的奶奶住阁
楼，小楼跟父母住一个房间。

“我们计划将他们列入‘焕新
乐园’的改造对象，帮助姐弟
俩改造独立的房间，改善他们

的居住环境。”“花开的声音”项
目负责人李慧茹说，“我们这次
走访，也是想多了解一些他们
对改造的想法。”

据悉，“花开的声音”项目
由市慈善总会主办，市青少年
综合服务中心承办，以18周岁
以下低保、低保边缘儿童为主
要服务对象，以“心理帮扶”为
切入点，通过挖掘整合社会资
源，建立“志愿者+青少年社
工+心理咨询师”帮扶队伍，并
形成“1+X”帮扶模式，打造困
境儿童心理帮扶服务平台。

接下去，青少年综合服务
中心将招募社会志愿者，并对
其进行“理论+实践”培训，让
志愿者了解困境儿童的心理成
因、运用心理支持技巧，为困境
儿童解决心理问题，帮助他们
健康成长。

社会温暖
150名困境儿童收到中秋礼包

志愿者志愿者（（右右））为孩子们送去中秋礼包为孩子们送去中秋礼包

社区生活圈

中秋节前夕，上溪镇荷市村
举办了以“喜迎中秋 共庆团圆”
为主题的活动，20户村民家庭近

百人参与，一起做冰皮月饼、猜
灯谜、插香球，共度中秋佳节。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摄

品味民俗 欢度中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