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榔桥镇：村里有支“特殊”的扶贫队伍
■江莉

在家中，她们是乖巧的女儿、贤
惠的妻子、慈祥的母亲；工作中，她们
是不怕苦不服输、细心耐心暖心的

“女汉子”。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她们
舍小家为大家，坚守在脱贫攻坚一
线，她们是泾县榔桥镇河西村的“扶
贫娘子军”。

在河西村，有一支“特殊”的扶贫
队伍，她们是由河西村4名女村干组
成的扶贫小组。在河西村的困难群
众家中，总能看到她们忙碌的身影。
4人分别对接贫困群众、孤寡老人、
留守儿童和困难妇女。每个人在各
自负责的领域，发挥自己的特长，用
细心、耐心、暖心的实际行动展现扶
贫路上“巾帼不让须眉”的新风景。

有着近20年基层工作经验的刘
子霞是这支“扶贫娘子军”的主心骨，
她带领队员们发扬妇女同志能顶半
边天的干事精神，营造积极向上的工
作氛围，田间地头走村入户、宣传政

策、答疑解惑。同时，刘子霞也是河
西村的卫健专干，她时刻关注妇女身
心健康，积极组织贫困妇女参加“免
费两癌”筛查，用女性特有的细腻情
怀温暖着农村留守妇女，倾心尽力把
群众的事装在心头，将帮扶对象当作
亲人，她不在乎环境艰苦，不摆架子，
不仅工作得到大家认可，这些年来不
问付出，不求回报，尽心尽力用行动
不断提升留守妇女幸福感和获得感。

作为“娘子军”中的一员，武道青
对待工作任劳任怨、对群众真心实
意、对农村充满感情。王爱英是河西
村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居住在武道青
家隔壁，因早年改嫁，再嫁后未生育
子女，老伴去世后独自一人生活，生
活困难。王爱英生病，在医院多次就
诊，但情况无明显改善，武道青知道
后主动上门帮助其网上挂号，并于就
诊当日陪同一起前往芜湖弋矶山医
院就诊。2020年初因芜黄高速建

设，王爱英的房屋需要拆迁，搬离房
屋当天，看着自己一砖一瓦建起来
生活了二十几年的房屋，王爱英很
舍不得，武道青喊上婆婆一起上门
劝解并帮助搬家，让老人感受到春
天般的温暖。

帮残疾人打扫卫生;同孤寡老人
谈心交流，询问他们的身体和生活情
况；针对留守儿童开展关爱服务活
动，协助解决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
生活问题、学习问题；走访慰问困难
妇女，了解她们的生产生活情况，耐
心倾听她们的困难和需求，鼓励她们
勇敢面对暂时的困难，自强自立，积
极乐观地面对生活……这就是“娘子
军”工作的日常。

她们充满活力、乐于助人，面对
工作总是任劳任怨，面对困难总是笑
脸相迎。她们红颜不惧“战场”，用实
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女性的担当与
能量!

玉振金声 庠序大成
（上接第二版）

“戏剧YOU你”基础戏剧课程、
“木铎阳光”体育大课间项目、“自主
识字·同步读写”课程、初中入学预备
课程、研究性学习核心课程、“京师艺
堂”国风礼仪课程、“小木铎”幼儿课
程体系……当前，来自北京师范大学
的众多优质课程，正源源不断地助力
北师大宣城学校的质量提升、特色建
设、内涵发展，帮助孩子们开阔视野、
培养兴趣、发现潜能、发展特长、强健
体魄、丰富生活。

这张“成绩单”上，家长们的声声
称赞是最浓情的诠释——

“非常感谢在孩子人生最关键的
时刻遇到了北师大宣城学校的诞
生。”“对于北师大宣城学校，我总的
感觉是：教学理念先进，管理规范求
真；教师敬业爱生；食住教育等各方
面条件都很好；办学有理想，为了孩
子的全面健康发展。”“学校有很多课
程、活动、方法等，值得学习与借
鉴。”……肺腑之言，情真意切。

“没有好成绩不是北师大，只有
好成绩也不是北师大。”北师大宣城
学校校长张育方介绍说，学校将始终
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教育初
心，始终关注全体学生的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努力让学生“文能比考试，
武可竞才艺”“学得好语数英，拿得出
音体美”……

孕穗：成就精彩

秋意盎然。10月12日上午，一场
以“和谐校园，你我共建”为主题的升旗
仪式在北师大宣城学校操场上举行。
七（7）班四名同学进行了国旗下演讲。
沐浴着晨光，师生们共同探寻和谐思想
的深邃，感受和谐校园的魅力。

这是北师大宣城学校践行“培养
具有家国情怀、科学精神、未来意识、
国际视野、文化底色的优秀公民”育人
目标的生动实践。

揭牌一年来，这所承载着嘱托和
期盼的学校逐渐扎根皖南，在这方文
风馥郁的土地上破土发芽、茁壮生
长，如今正孕育着更大的梦想。

看，这块人才高地正逐步显现出
溢出效应——

在北师大品牌效应与体制创新
优势的吸引下，一批批外地师范院校
优秀毕业生、骨干教师、教育专家正
向宣城聚集，在外地就读和工作的宣
城籍优秀大学毕业生、优秀教师纷纷
选择回家乡工作。张育方说，未来，
随着人才高地的建成，学校必将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地方教育工作者和学
生家长的观念转变，推动区域基础教
育优质均衡发展。

瞧，这片教育热土上正激扬着奋
进的热情——

面对互联网与教育融合渗透不
断深入，教育教学系统的结构形态正
在发生深刻变革的大形势，学校正着
力优化规划，完善装备，积极做好与
北师大数据资源平台的对接，努力为
学生提供更多智慧、高效的教育服
务，促进全体学生的个性化成长。

2020年金秋，北师大宣城学校
的建设热潮依旧如火如荼：高耸林立
的塔吊与忙碌穿行的工程车交相辉
映，一派蓬勃向上、欣欣向荣的图景！

数据显示：截至9月底，校园已建
成交付13.4万平方米，体育馆、礼堂、
文化艺术中心、教育交流中心等4个
综合体5万平方米建筑的主体结构已
通过验收，将进入内外装饰阶段，计划
明年春季交付。“届时，占地面积25.8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8.4万平方米、
依托山林之景、融入田园之情的现代
校园将全部建成。”站在校园规划图
前，张育方的眼神里满是憧憬。

木铎金声越百年，弦歌不辍谱新篇。
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上，未来，北

师大宣城学校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积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不断提高办学质量，努力把学校办成
全市基础教育改革创新的实验室和
试验田、区域教育改革的加速器和城
市全面发展的新引擎。

成人之美，成就精彩，北师大宣
城学校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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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德市积极推进
区域化数字协同发展

广德讯 日前，广德市数据资源管理局参加
“一地六县”数字长三角试点先行区协同发展联盟
论坛，与溧阳市、长兴县、郎溪县、宜兴市、安吉县
等地数据资源主管部门及白茅岭社区管委会共同
签署合作协议并成立“一地六县”数字长三角试点
先行区协同发展联盟。

发展联盟的成立，旨在以一体化的思路和举
措打破各县市间的壁垒，推动“一地六县”数据共
享、应用协同，让要素在“一地六县”畅通流动，充
分发挥长三角地带数据联动价值，进一步提高政
府服务水平和企业办事满意度。

近年来，广德市不断创新工作举措，加强与周
边县市沟通交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推
进长三角一体化的总体部署，突出“一体化”和“高
质量”，主动融入国家战略，稳步有序推进区域化
数字协同发展，不断探索具有广德特色的一体化
发展模式与路径，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张蒙）

安徽省福利彩票开奖公告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一等奖派奖

六等奖派奖

全国中奖注数

9

102

2007

95481

1539145

14019697

0

0

安徽中奖注数

1

2

76

3513

56446

521512

0

0

每注金额（元）

6852593

174550

3000

200

10

5

0

0

红色球号码 蓝色球号码 09

“双色球”玩法

（第2020104期）

040810 162729

全国投注总额：371069028元，安徽投注总额：13635598元。奖池
奖金：806356097元。

中奖号码： 2 5 8

奖等

单选

组三

组六

中奖
注数

572

0

976

每注
金额
(元)

1040

346

173

各等奖奖金
总额(元)

594880

0

168848

本期投注总额：1511464元，
奖池奖金：787596元。

“3D”玩法
（第2020243期）

“双色球”2020年
中大奖累计（截止2020104期）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1016

15416

安徽中奖注数

50

521

下期奖池(元)：806356097；
双色球奖池过亿，2元可中1000万!

0205060914中奖号码

“乐透型15选5”玩法
（第2020243期）

奖等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六省市
中奖注
数

0

105

4070

安徽
中奖
注数

0

36

792

每注金
额

（元）

0

1889

10

六省市投注总额：570866元，安徽
投注总额：113850元。奖池奖金：
841963元。

湖州市中心医院
整体搬迁公告

湖州市中心医院新医院在湖州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已经全面竣工，即将整体搬迁。现将搬
迁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住院病人搬迁时间
2020年10月5日全天
二、门诊时间
10月1—8日，门诊停诊
10月9日7:30起，新医院门诊启用
三、急诊时间
10月5日8:00，老医院急诊停诊
10月5日8:00，新医院急诊启用
四、新医院地址
湖州市三环北路1558号（南太湖大桥东堍）
五、市内交通
乘坐专64路、8路、36路、41路、53路、56路、57路、59

路、62路公交车可达新中心医院站
临时短驳线：老中心医院—新中心医院（往返班车）
六、咨询电话
0572-2555233（工作日8:00-17:00）
0572-2555102（24小时）
七、就诊预约

预约电话：12320
值此新医院整体搬迁之际，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医院

建设发展的各级领导及各界人士致以衷心感谢！医院整体
搬迁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搬迁期间又正值国庆、中秋放
假，由此给大家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湖州市中心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湖州医院
2020年10月23日

关注湖州市中心医院
微信公众号—门诊服务—
预约挂号

关注健康湖州发布微信
公众号—智慧服务—预先挂
号—湖州市中心医院

新华保险成为“跑遍中
国”线上马拉松系列赛
官方唯一指定保险机构

10月16日下午，“跑遍中国”线上马拉松系
列赛正式启动。新华保险作为本项赛事的官方
唯一指定保险机构，将为所有参赛选手提供单
场赛事每人20万元意外伤害和2万元意外伤
害医疗保险保障服务。

“跑遍中国”线上马拉松系列赛是中国田径
协会首次主办，并携手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体育
主管部门共同打造的线上+线下全民健身IP，通
过贯穿全年365天的百余场赛事，以创新融合的
赛事玩法，逐渐点亮中国版图，吸引众多人群参与
跑步健身活动，引领全民健身，助力全民健康。

新华保险党委书记、首席执行官、总裁李
全代表公司接受赛事主办方的合作伙伴授牌
并致辞。他表示，保险的本源，是为守护人民
的美好生活保驾护航。新华保险作为一家全
国性专业化大型上市寿险公司，积极发挥保险
保障和社会管理的重要职能，广泛参与各类社
会公益。新华保险将以参与本次赛事为契机，
成为践行“健康中国”战略的“排头兵”，成为推
动“跑遍中国”系列赛事的“宣传员”，为赛事注
入新华活力，为全民健身、健康保障事业发展
贡献新华力量。

据了解，近年来，新华保险一直在积极探
索如何推动保险行业与健康事业的融合发展，
并开展了诸多有益尝试。2019年年底，新华
保险发起“新华跑起来”活动，内外勤员工和客
户累计参与总量超过160万人。“跑遍中国”系
列赛将于2020年10月至2021年10月举办，
持续全年跨全国（不含港澳台）31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并于2021年10月举行一场线下收
官赛及路跑盛典。在此期间，新华保险将充分
发挥专业优势和服务网络，为赛事提供全面保
障服务。 （数据来源：新华保险）

为深入开展“金融知识普
及月 金融知识进万家 争
做理性投资者 争做金融好
网民”活动，日前，邮储银行宁
国市支行赴西津小学开展金
融知识进校园宣传活动。

活动中，该行工作人员
以卡通PPT作为宣讲材料，
为每位学生发放诚信与金融
的课本读物，以古往今来的
诚信案例为切入点，告诉小

朋友们日常生活中如何树立
诚信金融的观念意识。活动
中设置了趣味有奖问答环
节，并为学生们准备了精美
小礼品，学生积极参与互动，
踊跃回答，气氛热烈。宣讲
结束之后，同学们意犹未尽，
纷纷向支行工作人员提出有
关金融知识的其他疑问，并
得到了支行工作人员的耐心
解答。 （邮储宣）

邮储银行宁国市支行开展
金融知识进校园宣传活动

近日，泾县交警大队组织民警来到泾县中学开展“交通安
全教育进校园”活动，为学生们送上了一堂生动、深刻的交通安
全课。 特约记者 胡承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