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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妇联“四个一百”助力
未成年人成长

防暴处突合成演练

为进一步强化应急处置合成作战能力，近日，宁国市公安局组织特警、派出所民警以及民兵、学校保安等联合开展
防暴处突合成演练，旨在进一步提高快速防暴处突能力，增强相关部门处突协调能力。肖强 特约记者 高鹏 摄

皖东南人大代表采风行

横山国家森林公园：科技让“氧吧”更美丽
■本报记者 戴丹丹

“我是人民群众选出来的代表，
在重大疫情面前，代表就要做出代
表的样子，就是要站在一线，做群众
生命安全的‘守门人’。”1月底至今，
市人大代表、绩溪县瀛洲镇仁里村
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高建义，用
行动诠释初心与使命，做疫情战线
的“逆行者”，昼夜奋战，带领村民严
防严控疫情。

合理划分网格区、统筹设置进
村检查点、进村入户排查信息，关于
防控的每一项工作，高建义都不敢
有丝毫懈怠。从大年初二开始，他
就和村“两委”干部一起，在辖区内
通过微信工作群、张贴防控公告等
多种形式，宣传当前疫情形势、防控
要点，教育村民不传谣、不信谣、不
恐慌。过年期间，是村民办喜事的
高频时段，高建义挨家挨户走访，不
厌其烦地做村民的思想工作，一趟
不行就跑两趟三趟，直到把工作做
通。疫情期间，该村实现所有喜事

停办、丧事简办的目标。
众所周知，仁里村位于该县两

镇交界的位置，对外连接的线路有5
条，人员流动较为复杂。高建义深
知“内防扩散，外防输入”是抗疫的
关键。于是，他做出了全村“封路”
的决定。大年初三，仁里村仅用了
半天时间就对全村进行了布控，仅
留一条主路设置防疫检查点。

“外地车辆一律要劝返，每辆进
村的车子都要仔细登记，所有人都
要测量体温……”疫情期间，高建义
每天都去村口卡点带头值守。他常
说：“只有把门守好了，村民才更安
全。”为进一步做好群防防控工作，仁
里村升级防疫措施，实施24小时值
班制度。虽然年过六旬，但是高建义
依然第一个站出来，主动要求值晚
班。山区的夜晚温度不高，很多人劝
阻，但是他执意坚守，说道：“我是村
书记，又是人大代表，关键时期，人大
代表就要带头作表率。”在他的率先
垂范下，仁里村村民们纷纷请战值班
值守，在这个特殊的春节为村里筑起
了严密的防护屏障。

在高建义的办公桌上，有一叠厚

厚的文件，里面分门别类地摆放着各
类健康管理台账、人口信息登记表，
电话号码、人员流动去向一目了然，
这是他全面掌握信息的“一本通”。
从1月底开始，高建义就马不停蹄地
奔走在村里，挨家挨户排查湖北武汉
返乡人员。他负责的网格含3个组、
800多人，且居住分散，工作量大。
那段时间，高建义的“工作表”排得很
满，卡点交接班后，他就到每家每户
排查情况。尽管人员每天都在变动，
但仁里村防控做到了“村不漏组、组
不漏户、户不漏人”。很多人向他“取
经”，问他怎么做到“一本通”“一口
清”。他总是淡淡地回答：“没有捷
径，勤跑、勤问是法宝。”

受疫情影响，仁里村近一半以
上的青壮年劳动力不能外出务工，
这样的情况，让高建义看在眼里，急
在心里。“当务之急就是一手抓防
控，一手抓复工复产。”高建义介绍，
3月中旬，仁里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
正式成立，涵盖建筑劳务分包、保洁
服务、河道清理等多项业务，本地及
周边的村民都可以到公司务工，村
民们家门口就业的愿望，梦想成真。

高建义：坚守“疫线”践初心
■章静 本报记者 刘畅

水阳江大桥左幅连续梁
成功合龙

本报讯 4月17日0时，随着最后一车混凝
土泵入模型中，由中铁上海工程局承建的宣城
市阳德路道路建设工程PPP项目水阳江大桥左
幅连续梁成功合龙，提前14天完成节点工期。

目前，阳德路道路建设工程总进度已经达
到60%，其重点节点跨水阳江大桥全长267米、
宽度50米，全桥为双幅设置，共5跨。桥梁右幅
已施工完成并于2019年1月20日临时通车，左
幅连续梁次边跨3月29日浇筑完成。现今大桥
左幅连续梁顺利合龙，桥面铺装及防水施工后，
在今年“十一”前大桥将全面通车。

“中铁上海工程局承建的水阳江大桥合龙，
严格遵循“平衡法施工”原则，选择在温度变化
较小时间段，进行混凝土浇筑。此次连续梁合
龙，标志着这座民生桥通车指日可待。”中铁上
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宣城市阳德路道路建设
工程PPP项目部党支部副书记凡开超介绍道。

在疫情期间，中铁上海工程局干部员工坚
守岗位，组织施工队伍加班加点抢工期，采取针
对性措施将原本需要10天完成承台钢筋绑扎、
模板搭设墩柱钢筋笼吊装和混凝土浇筑缩短到
6天。针对桩基质量、水中墩施工、连续梁实体
质量及线形等一系列技术难题成立专家组，对
大桥的关键技术进行攻坚，以科技手段力保大
桥建设优质、安全。

市政园林公用建设管理处工程科科长黄毅
说：“阳德路是我市进出城的主干道，水阳江大
桥作为本项目控制性节点工程，此次合龙，为阳
德路‘十一’前全线贯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了解，阳德路项目全长4.6公里，路宽60
米，总投资12.4亿元。该项目由中铁上海工程
局集团有限公司、龙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共同
承建，2017年3月开工，作为市城区东向进出城
主干道，预计今年9月底将实现通车能力。

（本报记者 戴丹丹）

我市对文化娱乐单位
开展网络化防控

本报讯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市文化
市场综合执法支队对市区开展网络化防控，建
立和公安机关联防联控机制，连续开展了疫情
防控排查行动。

4月15日晚11点，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
队联合公安机关对娱乐场所开展突击夜查。检
查中发现两家娱乐场所锁闭大门，业主通过电
话邀约，消费者通过消防通道进入，营业场所擅
自开展经营活动，存在疫情传播和安全生产多
重隐患，执法检查组现场进行治安处理。

截至目前，已开展巡查活动120余次，出动
执法人员 17000 余人次，检查各类经营单位
4500余家次，接市场举报投诉20余次，联合公
安机关开展联防联控专项检查8次，处理经营单
位36家次，约谈经营业主6人次。

下一步，在文化娱乐场所移出清单前，我市
将继续发挥网格化管理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基
础性作用，持续守牢疫情防控的底线。

（本报记者 徐静雅）

旌德县“四轮驱动”
加快推进农村产业
兴旺步伐

旌德讯 近年来，旌德县“四轮驱动”加快
推进农村产业兴旺步伐。

突出创新轮。全力打造三溪路西田园综合
体生产、生活、生态三产融合和农业供给侧改革
示范样板。完成一期政府性投资4000万元，建
成 6000 平方米高科技智慧玻璃温室大棚和
4690.52平方米王祯农业双创中心。截至3月
底，争取省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省财政农业发展
改革资金支持1050万元，完成三溪路西等4个
村高标准农田治理0.6万亩。

拓展产业轮。充分发挥“两山”实践创新基
地和旌阳镇国际慢城品牌优势，建立面向沪苏浙
优质特色农产品产销和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两
大示范基地。先后建成黄精、黄牛、灵芝、皇菊等
优势农产品规模化、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8个，培
育省级以上“一村一品”专业示范村15个，发展休
闲观光农园（庄）45个、农家乐109个，获评全国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5星级园区1个、4星级园区
2个，省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2个。

强化政策轮。设立农业产业化发展专项资
金500万元及茶产业发展专项资金500万元，专
门用于农业规模经营、科技品牌创新及茶产业
提升奖补。全县累计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达
5个。“旌德灵芝”纳入全省5个中央财政支持地
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白地镇纳入全国农业
产业强镇建设名单，分别获500万元和1000万
元中央财政资金支持。

深化改革轮。全面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试点任务，启动实施农村承包地、宅基地

“三权分置”改革，提前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到
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成为全国13个试点县之
一。累计实施农村“三变”改革项目303个，共
整合上级财政资金6288万元，投入到119个项
目中，全县68个村（居）集体经济收入全部达到
10万元以上。（程建国 特约记者 汪红潮）

本报讯 儿童优先，立
德树人。为引导未成年人
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今年，市妇联将继续
开展“四个一百”活动，持之
以恒深化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助力未成年人扣好
人生第一粒扣子。

创建“百个市级示范儿
童之家”、提升示范社区(村)
家长学校管养水平。今年，
我市拟创建40个市级示范
儿童之家，2018-2020三年
合计100个，巩固儿童之家
建设成果。积极探索新时
代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的平台和载体，提升示
范儿童之家和示范社区(村)
家长学校管养水平，继续整
合资源，发挥社会组织参与
的积极性，组织未成年人参
加亲子活动、志愿服务等活
动，丰富活动内容。

举办百场“家庭教育宣
城行”公益讲座活动。邀请
省、市级家庭教育专家进学
校、进社区(村)、进机关进行
系统的家庭教育知识普及
讲座，传播家庭教育新理
念、新方法，提升家长育人
水平和能力。同时充分利
用互联网优势，积极尝试直
播讲座、微课等形式的家庭

教育公益课程，并在市妇联
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平台推
出，将优质的家庭教育内容
普及到千家万户。目前，

“家庭教育宣城行”公益讲
座活动已与省、市专家做好
课堂、场次的衔接，并已在
微信公众号“宣城女性”推
出7期“萱姐姐家教课堂”
线上视频讲座。

开展百场“萱姐姐来我
家”公益志愿服务活动。委
托市家庭教育协会，招募一
批志愿者，成立“萱姐姐”公
益志愿服务队。市妇联组织
对志愿者进行培训后，安排
志愿者至各县市区推荐的儿
童之家项目点有序开展音
乐、绘画、舞蹈、手工、游戏等
活动，进一步丰富儿童之家
活动内容，关心关爱留守、困
境儿童，切实服务广大未成
年人和家庭。据悉，目前志
愿者招募正在有序进行中。

组织百场“我爱我家同
悦书香”读书分享活动。各
县市区将围绕“我爱我家书
香润德”主题，不定期在图
书馆、学校、社区(村)、电台
开展线上线下“我爱我家同
悦书香”读书分享活动。在
各县市区读书分享活动的
基础上，推荐优秀家庭参加
市级读书分享会，引领家长
和孩子热爱阅读、陪伴成长
的风尚，促进家庭成员全面
发展和未成年人健康快乐
成长。（本报记者 谭艺莹）

“孤坑名伞最宜春，风
雨连旬不恼人。”这首清代
诗人王德钦诗中所说的“孤
坑名伞”，就产于现今的泾
县昌桥乡孤峰村。如今，村
里还有个制伞匠人，叫郑国
民。《中国影像志》节目称赞
他“为人们展现独特而又亮
丽的中国元素、中国风景”。

郑国民1970年出生，性
格开朗，风趣幽默。要是不
注意到他那双粗糙的双手，
很难将眼前这个中年男人和

“老手艺人”联系在一起。
郑家祖上都以制伞为

生，郑国民从小耳濡目染，
在父辈们日日制伞的环境
中长大。17岁，他进入孤峰
雨伞厂师从其父，开始系统
地学习传统制伞技艺。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受
外来铁制洋伞的冲击，油布
伞厂倒闭的倒闭，转产的转
产。到了九十年代初，全县
乃至全省专业制作油布伞的
厂家，只剩孤峰雨伞厂一家。

传统手工制伞技艺面
临 生 存 和 失 传 的 危 险 。
1991年，郑国民自筹资金，
毅然决然地创办了泾县国
民油布伞厂。

“油布伞看起来简单，
但是手续却十分繁琐，就算
是有经验的师傅，制作一把
伞也得一个礼拜的时间。”
郑国民说，制伞的步骤分为
八大道工序、几十道小工
序，而这每一道工序，都靠
纯手工完成。全国制伞专
业委员会副会长、秘书长何
玲君曾将泾县油布伞称为

“ 中 国 民 间 伞 艺 的 活 化
石”。2014年，孤峰油布伞
被列入第四批安徽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油布伞制作技艺传承
人，郑国民一直在思考，如
何让油布伞的声音传播更
远。郑国民不断进行产品
创新，在油布伞的基础上，
顺应市场的需求，制作出太
阳伞、装饰伞、彩绘伞及环
保伞等各类工艺伞。凭借
精湛的技艺和美观耐用的
产品，成功在市场中赢得了
一席之地，产品出口日本、
韩国、德国、美国和加拿大
等地。2015年，有日本客
商出高价，想买断油布伞核
心技术，被郑国民断然拒
绝。他说：“产品可以卖给
你，但技艺是我们老祖宗传
下来的，再多钱也不卖！”

（下转第四版）

郑国民：守护千年伞艺三十载
■本报记者 谭艺莹

关爱保护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

最美劳动者

佳气氤氲，飞云缥缈。竹林
更着清江绕……清晨时分，走进
横山国家森林公园，远望片片竹
林，雾气下仿佛笼罩着一层朦胧
的面纱，竹林幽静，空气清新，此
刻呼吸也变得贪婪。

横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广德
市西北郊，总面积1000公顷，拥有
安徽省唯一的竹类国家林木种质
资源库，目前竹子种类有264种。

紧抓生态保护紧抓生态保护

“自从横山国家森林公园开
始实施林长制改革，市级林长对
森林资源的保护十分重视，更为
我们保护森林资源争取了专项
资金，有了财力的支持，我们也
更有信心将公园建设得更规
范。”横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
副处长方明刚说。

漫步在横山国家森林公园
之中，阔叶箬竹、矢竹、龟甲竹、
绿槽毛竹等等，各种不同种类的
竹子尽收眼底，同种类的竹子被
划分在一片区域，地面上一条条
深深的隔离沟或水泥隔板将不
同竹种分片划开，每片竹林就代
表一个竹种。

方明刚介绍道：“今年，林长
的推动为我们落实了10万元专
项经费用于森林公园勘界立标，
下一步在林长的重视和关心下还
将争取更多的专项资金完善竹资

源库建设，为每种竹子定制‘身份
证’标牌，非常有利于生态知识的
科普宣传。”目前，对于所有森林
资源的保护主要体现在防虫、防
火、防破坏三个方面，现在森林公
园核心景区安装了9个摄像头，
景区办公室两台电脑时刻监控
着，并且与公安网保持直接连接，
为森林健康安全上了道保险。

继续往林区里走，在一处松
树林旁记者发现了有趣的一幕
——一棵棵松树干基部都插着小
药瓶，有的左右对称像是两个“小
耳朵”，原来这是园区工作人员为
防止松树感染松材线虫病替松树
专门配置的树宝液，不仅能杀死
松材线虫及松褐天牛，还能为松
树提供营养，可谓一举两得。

据了解，自从我市全面推进
林长制以来，横山国家森林公园
便在保护森林资源上下足了功
夫，园区实行一林一技、一林一
警、一林一员、一林一档、一林一
策“五个一”的管理模式，即一林
定一名林技专家、一名森林警察、
一名生态护林员，同时建立森林
专属档案和制定专门规划方案。

释放科技光彩释放科技光彩

“这一片是辐射毛竹，一共
有60多亩呢，当初刚栽下的时候
我们天天来观察！”广德市林长
办工作人员梅宇斌指着一片竹

林说道。原来这些毛竹的种子
去过太空，这一片毛竹的种植正
是为了与普通毛竹做数据对比，
看看有没有独特之处。

当我们来到近两百亩的毛竹
林之下，发现毛竹林下还种着白
芨等药材，这是安徽农业大学与
广德市林科所合作的“十三五”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竹资源高
效培育关键技术研究”课题五“竹
林立体复合高值化经营技术”，着
重研究竹子与白芨如何相互配
合，发挥最高效益的价值。

除此之外，横山国家森林公
园还进行了毛竹四季笋生态高
效培育研究项目。这些众多科
研项目的同步推进，与林长制的
深入推行密不可分。横山国家
森林公园的市级林长还为其争
取了近百万的专项资金。

横山国家森林公园贴近游
客的实际需求，专门建成了学雷
锋志愿服务站、母婴室和游客服
务中心，在进入森林公园主干道
两侧新铺设便民条石生态游步
道，改建标准化公厕2个，新建能
停泊46辆小汽车的标准化停车
场1处。当下，路更畅通了，公厕
更干净了，每晚来公园散步的行
人络绎不绝，尽情享受美景。去
年11月，该森林公园荣获国家林
草局、中国绿色时报社及《森林
与人类》编辑部颁发的“中国森
林氧吧”这块国字号招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