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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工程已进入收尾、验收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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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每天有1500多名施工
人员，日夜奋战在芜宣机场建设
一线，确保能按时按计划完成机
场各项工程。”芜宣机场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芜湖宣州机场自
2018年10月飞行区场道工程开
工以来，所有施工人员一心扑在
工地上，克服疫情、汛情等不利因
素带来的影响，历时两年，目前整
体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即将进
入验收阶段。

在芜宣机场飞行区场道上，
记者看到机场施工人员正在机场
机秤上进行机坪地标线和跑道标
线工程，机场的6座机坪登机廊桥
固定端及活动端已经全部安装到
位，航站区所有单体工程结构均
已封顶，并顺利通过验收，已经开
始有了机场最初的样子。

据了解，截至目前，飞行区土
方回填、灰土改良、水稳摊铺、道
面工程、排水工程、围界工程均已

完工，完成道面刻槽、切灌缝及标
志线施工，助航灯光完成96%，空
管工程和弱电系统工程均完成超
80%，民航专业设备陆续运抵现
场安装。航站楼、航管楼及塔台
主体工程完成96.5%，综合楼、货
运站、消防站等其他各配套单体
总体形象进度完成96.5%，精装修
工程航站楼完成89%，综合楼完
成97%，总图工程总体形象进度
完成81.5%。

芜宣机场建设进入收尾阶段
预计年内将迎来试飞

两年的军旅生涯，培养了
吴飞坚毅、刻苦的良好品质，他
先后荣获优秀士兵、优秀班长
等荣誉称号。

2006 年从部队退伍后，
20 岁的吴飞选择自主创业，
他先后前往上海、浙江桐乡等
地，凭着一股拼劲和韧劲，干
出了一番事业。尽管在外打
拼，吴飞始终牵挂着家乡的亲
人，关心着家乡的发展。作为
一名退役军人，他始终牢记自
己是农民的儿子，是敢于担当
的军人。

2017年，吴飞深埋在心底
回乡发展的想法突然萌生，他
响应泾县招商引资号召，决定
回到泾县，为家乡的发展贡献
一份力量。随后，他回到泾县
汀溪乡，在考察一番之后，着手
创业，开创“汀溪红茶”，帮助茶
农增产增收。之后，吴飞被汀
溪的美景吸引，创新思考，茶旅
融合，创办吴鸿泰茶园综合体，
打造青龙潭风景区。

该景区占地1.4平方公里，
是集茶园农业、休闲文旅和田
园社区于一体的茶园综合旅
游项目，景区主要分为茶叶观
光园、茶香国际乡村休闲运动
区、乡村田园体验区、茶香生

态度假区和茶香文化创意五
大部分。

创业中，吴飞找思路、谋创
新，青龙潭风景区现如今“移步
换景处处美”，今年7月全面试
营业以来，游客接待量节节攀
升，成为泾县旅游行业一匹名
副其实的“黑马”。一景牵动百
业兴，吴鸿泰茶园综合体串联
起了当地的“绿色经济”，为当
地百姓探索出增收致富的新路
子。景区开业后，不仅吸引来
了游客，也吸引了不少返乡务
工的村民，景区在招聘上也优
先照顾周边村民，招聘了保安、
接待员、售票员等，吸纳了当地
百姓进行再就业。

青龙潭风景区不仅让景
区附近的村民吃上了“旅游
饭”，还向该村的贫困户伸出
了“橄榄枝”，直接解决当地约
50余人就业问题，推动了家乡
旅游业发展，带动家乡父老共
同致富。从部队到回乡创业
的“新农民”，吴飞虽然吃过许
多的苦，但他始终保持一名军
人的本色，敢于迎接挑战，做
大做强自己的事业，带动村民
脱贫致富，努力为家乡发展做
出自己的贡献。
（数据来源：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婚宴一直被认为是餐饮浪
费的“重灾区”，酒店每办一场
婚宴，不少食物都会被浪费。
随着“光盘行动”的深入，节俭
正成为年轻人办婚宴的新潮
流，许多市民纷纷表示支持，并
积极践行婚宴“光盘”。日前，
记者参加婚宴时看到，一对新
人将倡导节约作为一个重要事
项，呼吁亲友们在吃得尽兴的
同时，把剩菜打包回家，避免

“舌尖上的浪费”，这个倡议得
到宾客的积极响应。

“大家能吃多少吃多少，希
望大家把吃不完的菜打包。”听
到新郎的呼吁，宾客们纷纷将
吃剩下的饭菜打包。酒店的服
务员也赶紧拿来了打包用的餐
盒，帮助客人们打包。一场婚
宴下来，吃不了的饭菜几乎都
被打包，基本桌桌“光盘”。

问起在婚宴上呼吁打包饭

菜会不会引起误解，新郎张先
生表示很坦然：“以前吃婚宴很
少有人打包，有一次我参加朋
友的婚宴，整只的鸡都没人动，
最后上菜的肉圆子一盘10个，
只吃掉了 2 个，浪费太严重
了。现在全国上下都在倡导勤
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我们也
要用实际行动来响应这一号
召，相信也能得到亲朋好友的
理解。”

不光是婚宴，记者采访了
解到，一些以家庭、朋友为主的
聚餐中，不少市民也会选择“吃
不了兜着走”。

10月16日中午，在一新开
的饭店，市民黄小姐和家人将
没吃完的糖醋排骨、煎包及小
半只鸡装进打包盒。她告诉记
者：“想给女儿做个好榜样，从
小言传身教，告诉她要珍惜食
物，不能浪费。”

本报讯 10月15日上午，央
视网《书画游学课》栏目组走进我
市，在市博物馆进行节目录制，希
望让更多的人了解“笔、墨、纸、砚”

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作技艺，
传承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中国艺术研究院原院长、中国
非遗保护中心主任连辑，古典文学

博士、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张志
和，市书画院名誉院长、市非遗保
护中心主任范瓦夏，央视网络传
播中心书画频道总监、全国教育
书画协会少年分会常务副会长兼
秘书长张筱曼等大师与我市 20
名少年参与了此次《书画游学课》
的录制。

录制期间，张志和还在市博物
馆内现场挥毫。“这次的活动很有
意义，看了张志和老师写的书法，
我发现我的书法还有很多不足的
地方，需要不断地去学习。”少年杨
浩泽告诉记者，自己和其他参与录
制的少年都是市实验小学梅溪校
区的学生，他今年六年级，学习书
法已经四年了，学校内设有两个特
色书法教室，每周都会设有一节书
法课供他们学习，自己每天回家也
会练习书法。

“来宣的专家对书画艺术的研
究和理解比较深刻，录制这个节

目，也是希望让专家来做我们宣城
文房四宝的代言人，把我市从一个
文房四宝的生产地变成一个真正
有文化内涵的城市，让更多的人能
够来了解我们的文房四宝，把它宣
传出去。”范瓦夏告诉记者，这次节
目的录制也是对第五届“全球少年
书画艺术大会总决赛”即将在宣城
举办的一个预热。

据了解，央视网录制的《书画
游学课》之《从中国文人到中国文
房》专题节目，是以苏轼特展为主
线，从北京到我市，从故宫博物馆
到我市博物馆，从中国古代文人
的代表苏轼到当代文人和著名艺
术评论家们，引出一场走进中国
文房四宝之乡——安徽宣城的古
今文人跨越千年的对话，对推广
我市的文房四宝文化具有重要的
意义。节目剪辑好以后，将在央
视网书画频道播出。
（本报记者 陈华易 文/图）

央视网栏目组走进我市 探访文房四宝之韵

“光盘行动”深入人心

“吃不了兜着走”成餐饮新时尚

吴飞：争当生态旅游发展领路人

“服务员麻烦给我拿几个
打包盒。”“这鸡还剩一半，我打

包回去晚上当晚餐。”……近日，记者走访了市区多
家餐饮企业，发现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把剩菜打
包。节俭之风已经悄然渗入人们的生活中，“吃不
了兜着走”成为一种时尚。

“餐桌上的剩饭剩菜少了，
我们也可以提前下班了。”16日
晚上，正在收拾餐桌的饭店服
务员王女士表示，餐饮剩饭多，
不仅浪费粮食，而且还加重了
他们的工作量。“我们干服务员
的，看到顾客桌子上的盘子是
光的，最开心了。”王女士说，如
果餐盘中的剩菜比较多，收拾
一张桌子至少要花五六分钟，
要是剩菜少，两三分钟就能搞
定了。

说起剩菜打包，从事餐饮
行业的刘先生感触颇深，“我从
事餐饮行业近十年了，现在剩
菜打包的频率越来越高。客人

吃不完还带着，这是我们最好
的成绩单。”

刘先生表示，以前大家都
说出来吃饭不能光盘，光盘会
让请客的人没面子，如果光盘
就算大家都吃饱了，请客的人
也要上两个菜撑撑场面，结果
肯定是剩菜一大堆，而且谁也
不说要打包带回去。如今，大
家观念改变了，不少客人越来
越注意适量点餐，剩菜也会主
动要求打包带走。“现在我们店
里有各种各样的打包盒，非常
方便，无论是汤菜还是大份量
菜品，都有对应的打包盒，店里
每天都要用掉50多个打包盒。”

饭店鼓励剩菜打包饭店鼓励剩菜打包

““吃不了兜着走吃不了兜着走””行为受追捧行为受追捧

在家门口
就能坐上飞机，
是我市市民期
盼 已 久 的 梦 。
芜宣机场作为
宣城、芜湖两地
市民所追寻的
航空梦，它的建
设进程，一直都
牵动着两地市
民的心。

日前，记者
从芜宣机场了
解 到 ，经 过 两
年 紧 张 的 施
工 ，芜 宣 机 场
飞行区场道工
程 迎 来 收 官 ，
其中机场主跑
道工程已于近
日全部铺设完
成 ，其 他 飞 行
区道面工程及
附属设施也处
于 收 尾 阶 段 ，
即将开始工程
验 收 工 作 ，预
计年内将迎来
试飞。

据了解，芜宣机场建设起点
较高，在功能品质上等高对接长
三角机场群。同时，它也是我市
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基
础设施，被列入长三角世界机场
群重点工程。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创新做
法有两处：一是地下人防工程
与航站楼进出港分流结合、在
同类型机场中创新建设机坪管
线加油；二是实行“两个同步”，

即地源热泵建设与绿色机场规
划同步、弱电系统建设与智慧
机场谋划同步。远期跑道拓展
至 3200 米，并预留 3600 米，为
发展临空经济、航空物流提供
保障条件。

芜宣机场运行后，将逐步开
通多条国内航班，飞往北京、广
州、深圳、成都、长沙、太原、西安、
昆明、大连、青岛、厦门等城市。
条件成熟后，还将申请开通国际

航班，届时，我市市民可在家门口
乘坐直飞东南亚的飞机。

当然，为了方便广大市民
乘机，机场还将在我市设立城
市候机楼，市民可以直接乘坐
大巴去芜宣机场。此外，在航
班时刻设置、机票优惠政策等
方面，机场方面也会根据我市
市 民 的 需 要 ，开 展 贴 心 的 服
务，以提高市民乘坐飞机的满
意度。

除了芜宣机场本身的建设进
程，市民最为关注的便是我市有
关部门为了让市民更加方便地乘
坐芜宣机场的飞机，在交通上做
了哪些配套工程？

据宣城市铁路机场建设管理
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机
场工程建设的同时，我市同步推

进了境内水系整治、综合交通等
配套工程，已建成古泉G329通道
接入机场大道，规划在机场出入
口接驳G50沪渝高速四改八（芜
湖宣城段）扩建通道，规划建设机
场快速通道。

除此之外，记者了解到，我市
还有一条线路可以进入芜宣机

场。根据我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6-2030年），这条路南起青
弋江北大道、沿老322省道至大山
庵村后向西，经小山头村、交马山
路、经尖子山、宗三桥村、上葛村
至市界（芜宣机场机场路），全长
约为10200米，从我市延伸至芜
宣机场。

实践“光盘行动”

◇本报记者 徐静雅

宣城市民怎样去芜宣机场？

芜宣机场的未来发展建设

央视网央视网《《书画游学课书画游学课》》摄制现场摄制现场。。

芜宣机场芜宣机场66座机坪登机廊桥固定端及活动端已经全部安装到位座机坪登机廊桥固定端及活动端已经全部安装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