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14 日晚， 蚌埠市体育中
心体育馆，伴随着终场哨音响起，
安徽文一以 98∶87 力擒广西威壮，
以总比分 2∶0 战胜对手，夺得 2020
年 NBL 联赛总冠军， 成功卫冕，
同时加冕队史第三冠， 冠军再归
安徽。

这场冠军之战， 安徽文一首
发五虎全部得分上双， 杨越得到
全队最高的 29 分， 李林 17 分，李
祥波 14 分，杨文博 12 分，李雪松
得到 10 分。

本报记者 范柏文 摄

退休老翁 引导农村家长教好娃
■ 本报记者 何雪峰

本报通讯员 屈海波

“对孩子不能只管吃饱穿暖，还要教
他们成人成材， 要学会教育孩子的方式
方法。 ”日前，在宿州市埇桥区栏杆镇柏
山小学，退休干部武广汉给家长上课，台
下有的是孩子的父母， 有的是孩子的爷
爷奶奶，他们坐得端正，听得认真。

武广汉曾在农村生活、工作几十年，
对农村教育特别关注。 每当有农村亲戚
来他家，他总要询问乡村教育情况。他了
解到，在均衡发展的大背景下，乡村学校
办学条件虽然不断改善， 但教育质量与
城市学校仍存在一定差距，导致了“城里
学生挤，农村学校空”的现象。为此，武广
汉产生为乡村教育尽一份力的想法。

武广汉的儿女听说他要到乡下去，
很担心，因为他做了大手术，身体十分虚
弱。武广汉对儿女们说：“趁我还能走动，
我还想为乡村教育做点事。 ”

武广汉肩挎黄书包，脚穿球鞋，自费

坐上乡村巴士，来到离城区 50 多公里远
的栏杆镇， 调研了 2 所中学、6 所小学。
在这里，他初步掌握了乡村教育现状，决
定发挥自己的长处， 为家长讲授家庭教
育方式方法。

武广汉擅长家庭教育。埇桥区是我省
家庭教育现代化实验首批五个县区之一，
他在任埇桥区教体局关工委副主任时，曾
协助省教育厅关工委制作《安徽现代家教
掠影》电视片，受到教育部关工委的好评。

在家庭教育方面，他讲课深入浅出，
家长们特别爱听。 “武老上课分文不取，
来回坐车的钱也都是自己掏。”学校的老
师们说，有时，天晚了没有班车回城，他
就到学校对门的敬老院里借宿。

“武老，按您讲的法子，我对小孙子
不再溺爱了。 ”“武老，听您的话，我按您
说的带好小孙女，现在她很少玩手机，学
习成绩提高了。 ”每当武广汉走在村里，
总有一些留守老人同他讲述这些开心
事。他听后，感到很欣慰：“只要大家一起
努力，农村孩子的教育大有希望。 ”

·百姓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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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脱贫攻
坚先进个人拟推
荐对象（70名）

省直单位

赵 慧（女，回族） 安徽省教育厅
财务处一级主任科员

陈学刚 安徽省省直离休干部医疗
补助经费审核办公室主任

卢立新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村镇建设处处长

郇继淮 安徽省水利水电基本建设
管理局安全监督处处长

黄 建 安徽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处
副处长
省属企业（中央驻皖企业）

夏云胜 生前为安徽皖维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驻金寨县白纸棚村驻村第一书
记、扶贫工作队队长，安徽皖维高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营销中心副主任

熊化平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六安市
分行行长、党委书记
合肥市

张志平 长丰县扶贫开发工作办公
室党组书记、主任，一级主任科员

董瑞宜 庐江县金牛镇山南村驻村第
一书记、扶贫工作队队长，国家税务总局合
肥市庐阳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局长

董增燕（女） 肥西县卫生健康委副
主任，三级主任科员
淮北市

陈 影（女） 濉溪县刘桥镇扶贫工
作站站长
亳州市

应国君 亳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陈昭敏（回族） 亳州市扶贫开发局

局长，一级调研员
邵米娜（女） 涡阳县高炉镇代集村

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卢 毅（女） 蒙城县许疃镇土桥村

驻村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队长，蒙城县
数据资源管理局工作人员

贾建民 利辛县中疃镇扶贫办主
任，中疃镇后冯社区党总支副书记
宿州市

张年亮 砀山县砀城镇林屯村驻村
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队长，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工作人员

邵翠芝（女） 中共萧县新庄镇委员
会书记，一级主任科员

曾翙翔 生前为宿州市埇桥区支河

乡路湖村扶贫专干， 宿州市第一人民医
院团委副书记

唐 锐 灵璧县扶贫开发局党组书
记、局长，一级主任科员

邓素英（女） 泗县扶贫开发局党组
书记、局长，一级主任科员

张 磊（回族） 灵璧县渔沟镇郑楼
村驻村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队长，中共
安徽省委网信办网络应急管理处一级主
任科员
蚌埠市

施建宾 蚌埠市扶贫开发工作办公
室二级调研员

童俊杰 固镇县石湖乡陡沟村驻村
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队长，蚌埠市水利
局规划计划科科长

苏永松 固镇县扶贫开发局党组书
记、局长
阜阳市

李春泉 界首市扶贫开发局党组书
记、局长，四级调研员

杨坤山 阜阳市颍州区三合镇三星
村党委书记

吕 彬 安徽瓦大现代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谢 皓 阜阳市颍泉区水利局党组
成员、水利规划设计室主任

朱启峰 中共太和县马集镇委员会
书记，一级主任科员

张 伟 阜南县人民医院院长助
理、医共体办公室主任

张乐春 颍上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行政审批股股长，四级主任科员

谢文婷（女） 阜阳市社会救助管理
服务中心主任，七级职员

杨建周 中共临泉县迎仙镇委员会
书记
淮南市

贾 俊 淮南市委副秘书长， 市扶
贫开发工作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邓祖洋 中共寿县正阳关镇委员会
书记

汪诗明 淮南市潘集区扶贫开发领
导小组副组长， 区人大常委会财经城建
工委主任
滁州市

李善增 定远县扶贫开发局党组副
书记、局长

孙安静 来安县政府办党组成员 、
县扶贫开发工作办公室负责人， 三级主
任科员

王晓丽（女） 中共全椒县石沛镇委
员会书记

鲍铁柱 明光市信访局矛盾纠纷调
处中心负责人
六安市

孙学龙 六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胡 浩 霍邱县扶贫开发局党组书

记、局长
余 静（女） 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

驻村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队长，金寨县
花石乡农业农村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王 健 金寨县油坊店乡东莲村驻
村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队长，安徽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省政务公开办 （省政府公
报编辑室）副主任

贠守宝 舒城县生态环境分局党组
成员、总工程师

万汉亿 六安市叶集区扶贫开发局
党组书记、局长
马鞍山市

张彦飞 马鞍山郑蒲港新区现代产
业园区管委会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

裴善权 含山县环峰镇三龙村党总
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芜湖市

曹 静（女） 无为市扶贫开发工作
办公室主任

刘作胜 南陵县残疾人联合会党组

书记、理事长
宣城市

李 夏 生前为中共绩溪县荆州乡
委员会委员、纪委书记，县监委派出荆州
乡监察专员

章建军 生前为绩溪县板桥头乡下
溪村驻村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队长，绩
溪县教育体育局体育教练员

孙军平 （女 ） 旌德县人民政府副
县长
铜陵市

乔东福 中共枞阳县白柳镇委员会
书记
池州市

吴昔康 池州市扶贫开发局副局长
王卫平 中共石台县大演乡委员会

书记，一级主任科员
张 路 石台县洪墩村扶贫工作队

扶贫专干， 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池州市
税务局机关党委副书记

邹世国 中共池州市贵池区棠溪镇
委员会委员
安庆市

陈爱军（女） 中共安庆市委副书记、
市委党校校长

朱鸣节 岳西县菖蒲镇岩河村驻
村第一书记 、扶贫工作队队长 ，安徽省
委机要局通信报务处副处长 ， 三级调
研员

陆 刚 潜山市官庄镇坛畈村驻村
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副队长，中华全国
供销合作总社一级主任科员

沈 冬 申洲针织（安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雷 澍 桐城市扶贫开发工作办公
室党组成员、副主任，二级主任科员

丁江波 中共怀宁县平山镇委员会
副书记、怀宁县平山镇人民政府镇长

张国文 安庆市宜秀区罗岭镇黄梅
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黄山市

吴 飞 黄山市黄山区扶贫开发局
产业指导股股长，四级主任科员

胡虹卉（女） 黟县碧阳镇丰梧村驻
村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队长，黟县碧阳
财政分局一级科员

何志强 祁门县祁山镇芳村村扶贫
工作队副队长， 祁门县人大常委会社会
建设工委副主任，四级主任科员

程晓阳 休宁县榆村乡藏溪村党支
部副书记、扶贫工作队副队长，黄山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市场监
管规范科科长

全国脱贫攻
坚先进集体拟推
荐对象（52个）

省直单位

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
安徽省扶贫开发工作办公室
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工代赈处
安徽省财政厅农业农村处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

促进和失业保险处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扶贫办）

省属企业

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合肥市

肥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巢湖市教育体育局
肥西县扶贫开发工作办公室

淮北市

濉溪县扶贫开发局
亳州市

中共涡阳县西阳镇委员会
亳州药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利辛县永兴镇永兴村党总支

宿州市

中共泗县委员会
萧县扶贫开发局
砀山县扶贫开发局

蚌埠市

五河县扶贫开发局
中共怀远县褚集镇委员会

阜阳市

阜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临泉县教育局
中共阜南县王家坝镇委员会
颍上县农业农村局
临泉县扶贫开发局

淮南市

中共寿县板桥镇委员会
寿县扶贫开发工作办公室
凤台县扶贫开发工作办公室

滁州市

滁州市扶贫开发局
定远县财政局
凤阳县扶贫开发工作办公室

六安市

中共金寨县委员会
霍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舒城县扶贫开发局
六安市金安区扶贫开发局
六安市裕安区财政局

马鞍山市

和县扶贫开发工作办公室
芜湖市

中共无为市无城镇委员会
宣城市

郎溪县扶贫开发局
泾县扶贫开发局
宣城市农村水利水电管理所

铜陵市

枞阳县浮山镇人民政府
池州市

石台县七都镇新棚村党支部
青阳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驻

酉华镇宋冲村扶贫工作队
安徽尧舜智能袜业有限公司

安庆市

中共岳西县委员会
太湖县交通运输局
中共潜山市水吼镇委员会
宿松县趾凤乡趾凤村党总支
安徽省国资委驻望江县高士镇黄河

村扶贫工作队
黄山市

黄山市扶贫开发局
黄山市徽州区扶贫开发局
歙县扶贫开发局

党中央决定，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开展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以党中
央、国务院名义表彰一批在脱贫攻坚战中涌现出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 根据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通知要求和省委、省政府部署安排，安徽省全国
脱贫攻坚总结表彰推荐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组织各地区、各部门、各单
位认真开展推荐评选的基础上，经省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推荐评选工作领导
小组审议、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领导小组办公室初审，确定 70 名全国脱贫攻
坚先进个人、52 个先进集体拟推荐对象。

为充分发扬民主， 广泛接受监督， 现将拟推荐对象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
2021 年 1 月 14 日至 1 月 18 日。 在此期间，如对拟推荐对象有异议，可通过电
话、电子邮件、传真或来信来访等方式进行反映。 同时，请告知或签署本人真实

姓名和工作单位，以利于调查核实和反馈情况。
通讯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中山路 1 号
联系单位： 安徽省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推荐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设在省扶贫办）
联系电话：0551-62603589，62602214（传真）
联系邮箱：ahsfpbjgdw@126.com

安徽省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推荐

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 年 1 月 14 日

安徽省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先进集体拟推荐对象公示公告

暖冬计划，让山里孩子温暖过冬
■ 本报记者 袁野

“以前冬天的时候没有暖气，我们在
宿舍里都穿着棉袄， 还要抱着热水袋才
能看书。 现在装了空调， 屋子里暖洋洋
的，可舒服了。 ”1 月 13 日，记者来到六
安市金安区淠东乡的淠东学校， 在男生
宿舍里， 司劼勖对宿舍里新安装的空调
十分满意。

这个冬天， 淠东学校 643 名学生享
受到了空调带来的温暖。

“去年 12 月底，我们学校 16 个班级
和所有学生宿舍的空调都安装完毕并投
入使用，空调由区政府统一购买安装，学

校只需承担改造电路和使用的费用。 多
亏了这次‘暖冬计划’，让大寒潮中所有
孩子都能暖暖地学习生活。 ”淠东学校
校长李子芳告诉记者 ， 每天早上 6 点
半 ，学校就会把所有教室的空调打开 ，
让到校参加早自习的同学们不会感到
寒冷 ； 每天晚上 9 点到第二天早上 6
点 ，宿舍里的空调也会打开 ，让孩子们
舒服地过夜。

地处大别山区的六安市冬季十分寒
冷， 学生采暖一直是个难题。 今年根据
省、市相关要求，六安市全面推进大别山
革命老区中小学采暖工程， 重点保障农
村特别是山区、 高寒地区中小学师生采

暖需要， 确保冬季采暖工程做到义务教
育不分城乡全覆盖。

教室里有了空调， 让金安区最北边
的乡镇马头镇马头初中 7 年级学生戚力
翊非常高兴，“教室里开了空调后， 我放
学都愿意多自习一会再回家。 ” 戚力翊
说。马头初中校长马明中告诉记者，原本
学校只有 9 年级教室装有空调， 通过今
年“暖冬计划”的实施，所有班级和宿舍
都有了空调。

“今年冬季，金安区新购置各类空调
1389 台、取暖器 176 台，设备投资 442.4
万元， 为城乡所有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
校以及高中安装取暖设备， 目前已完成

所有采暖、 保暖设施设备的安装和调试
工作，确保及时为广大师生供暖防寒。 ”
金安区教育局副局长翟培勇说。

六安市实施大别山革命老区中小学
采暖工程，累计投入约 1.83 亿元 ，为义
务教育阶段 1136 所中小学校、1.28 万个
教室、1.44 万个学生宿舍安装空调，惠及
学生 38 万余人。同时对所有三类儿童配
备 6 件套 （1 副口罩 、1 双手套 、1 双耳
罩、1 个保温袋、1 双保暖鞋、1 床棉被），
对所有学生实行 3 个保障 （保障喝得上
热水、吃得上热饭、住得上暖室），对有冻
疮历史的儿童预备 1 种防冻药品 ，为
27.5 万名学生发放保暖用品。

“方便”不方便 不是小问题
许蓓蓓

近日，省第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

决通过修订后的《安徽省爱
国卫生条例》， 自 3 月 1 日
起施行。 该条例要求各级人
民政府应当因地制宜，设置
布局合理、指引清晰的公共厕所，并鼓励
机关、企事业单位、宾馆等内设公共厕所
向社会公众开放。

近年来，我省各地纷纷开展“厕所革
命”“公厕革命”， 鼓励加强对现有公共服
务设施的挖潜利用，推动机关、企事业单
位的公厕向社会开放。我省表决通过修订
后的《安徽省爱国卫生条例》强调开放单
位公厕，表明了政府对于提高公共服务水
平和公共资源开放度、加强公共卫生管理
体系建设、提高群众健康水平的充分重视。

如厕，作为群众出行最
常见的需求，在一些地方仍
然是群众急忧的问题，公厕
难找 、环境脏乱 、沿街单位
厕所开放率不高等问题依

然突出。 解决好这个问题，
既要做大“增量”，也要盘活“存量”，在不
断加大城市公厕建设力度的同时， 加大
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公厕开放度， 提升管
理维护水平。为此，机关企事业等单位必
须打破思想壁垒，提高开放服务意识，主
动做好共享服务； 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政
策制度保障，借鉴先进发达地区经验，制
定激励奖补措施，加强日常保洁管理。只
有通过多方努力、齐抓共管，才能有效解
决“如厕难”问题，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提
升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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