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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时的程

东东与帮扶小组

同学， 一起在校
园散步。

戴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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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录··

文明路上 创建为民见初心

城市新风貌

“面子 ”更靓
“里子”更实

深冬的清晨 ， 走进宣城市区贝林
阳江港湾小区 ，处处清新整洁 ，各类车
辆停放有序 ，消防通道 、人行车行通道
畅通无阻。

“现在的环境没话说 ！ ‘面子 ’更
靓 ，颜值更高 ！ ”小区业主范良诚由衷
地感叹。

贝林阳江港湾小区之前是啥样 ？
一提以前，范良诚心里就“堵得慌”。 业
主群经常 “吐槽 ”：楼梯间杂物乱堆乱
放 ， 和生活垃圾混在一起 ， 难看又难
闻 ； 消防通道被乱停的车堵得严严实
实 ，别说消防车进不来 ，就是居民出行
也受困扰。

相比一些发达城市 ， 宣城市在小
区物业管理 、 市容环境卫生等方面仍
然存在不小差距 。 面对差距 ，2019 年
起 ， 宣城深入开展市区住宅小区管理
水平提升行动 ，为民服务解难题 ，以实
际成效检验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
题教育的成色。 2020 年，宣城市继续以
市区住宅小区管理水平提升专项行动
为重要抓手，聚焦 “停车难 ”“停车乱 ”、
物业费收缴难 、 物业服务水平不高等
城市发展中的痛点 、难点 ，对症下药开
“处方”，找准病灶除 “病根 ”，着力补齐
城市发展短板。

改变 ， 源于文明创建工作的持续
推进 。 市区美都新城小区对入口道闸
系统进行升级 ，对车辆进出实行 “单行
道 、大循环 ”；柏庄小区实施 “红色物
业 ”，推动小区楼道乱堆乱放 、车辆乱
停 等 问 题 彻 底 整 治 ；8 个 小 区 建 成
1030 个电动车充电端口……一个个看
得见的变化 、感受得到的进步 ，点点滴
滴融入市民生活角落。

这是更清新的市容环境———曾经
占道经营的流动摊点 、违建不见了 ，取
而代之的是规划整齐的季节性农副产
品直销点。 公厕改造了，背街后巷环境
整治了，城市品位“更上一层楼”。

这是更清爽的建筑工地———各大
建筑工地 ， 随处可见文明创建宣传内
容 ，进出车辆经过高压水雾冲洗 ，车身
总是清清爽爽 ， 抛洒滴漏的现象成为
历史。

这是更清洁的农贸市场———市区
中心菜市场 、贝林菜市场 、石板桥社区
菜市场 ，经过改造的墙面 、地面 、台面
整洁干净，各类产品摆放整齐。 通过信
息化 、智能化建设 ，市区菜市场做到了
食品来源可查询 、商户信息可查询 、实
时菜价会公示等。

莫让迷信为病毒开路

■ 新华社记者 王井怀 黄江林

河北、黑龙江等地的疫情牵动人心。 在流调结
果中，“婚宴”成了高频词。 为此，各地纷纷喊出“婚
事缓办”的口号，但由于即将到来的辛丑牛年是迷
信说法 “寡年”， 还是有不少新人把婚期提前到腊
月，形成扎堆结婚现象。

提前办婚礼的声音在网上有不少。 有网民说：
“因为明年是寡年，1 月 10 日前要参加 3 个婚礼”；
还有网民留言：“本打算明年结婚， 但家里不同意，
非得今年结婚”。

所谓“寡年”，又称“寡妇年”或“哑年”，指农历
“立春”节气早于春节的年份。比如即将到来的这个
辛丑牛年，大年初一是公历 2 月 12 日，而此前的 2
月 3 日就“立春”了，这样就等于一年到头没有“立
春”。在一些地方的旧观念里，这样的年份结婚不吉
利，碰上牛年的“寡年”则更甚，有“寡年碰金牛，饿
死猪与狗”的说法。

“寡年”自然是无稽之谈，左右不了新人的幸
福，但至今仍有不少人迷信这种说法。 有些人对疫
情心存侥幸，而对迷信“宁可信其有”，明知疫情当
前聚会风险大，却不仅扎堆办婚礼，而且要大宴宾
朋，造成本可避免的疫情防控隐患。

令人欣慰的是，一些年轻人已经为防控疫情推
迟婚礼。 河北磁县一对新人推迟了原定于 1 月 18
日举办的婚礼，向亲戚群发消息“婚宴延期，但婚期
不变、爱不变”，受到乡亲们点赞。 银川市的一个区
先后有十几对新人响应疫情防控要求。

对“寡年”仍然心存芥蒂的朋友，不妨听听另一
句俗话：丁是丁，卯是卯，啥时拜堂啥时好。 只要情
比金坚，每天都是好日子。 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
属，在疫情消散的时节，让亲朋好友见证人生幸福
时刻。

视频连功臣
千里传喜讯

■ 本报通讯员 程凯飞

本报记者 汪国梁

“孩儿你看，领导来家里送喜报啦！ ”1 月 15
日上午，池州市贵池区棠溪镇西山村村民余祥国
怀着激动的心情，一边和荣立二等功的儿子张逍
视频通话，一边示意儿媳妇余丹丹移动手机摄像
头。 在余祥国右手边，是紧盯手机屏幕的老伴张
美香和儿媳妇怀里抱着的小孙子。 一旁，贵池区
委常委 、人武部政委冯涛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局
长梅根友，陆军某部官兵代表及镇村干部也簇拥
在手机镜头范围内。

对余祥国一家来说，这样的排场还是头一回
见 ，直言三个 “没想到 ”：一是没想到家住无人问
津的偏远山村， 区里会有干部专程送喜报上门；
二是没想到送喜报场面这么热烈， 敲锣打鼓，鞭
炮齐鸣 ；三是没想到儿子一人立功 ，全家人都披
上了大红绶带，接受奖牌和慰问。

余祥国一家的喜悦之情 ， 让冯涛和梅根友
也乐在心头 。像这样隆重的送喜报仪式 ，他们已
开展许多次 。特别是去年底 《立功受奖军人家庭
送喜报工作办法 》印发后 ，送喜报更加规范 。 每
次收到部队寄发的喜报 ， 贵池区有关方面都严
格落实要求 ，克服严寒天气 、路途遥远等诸多困
难 ， 想方设法第一时间把喜报送到立功受奖军
人家中 ，让军人亲属同享喜悦 ，推动社会形成尊
重军人的风尚 。

出现在手机屏幕上的张逍 ，军容严整 ，眼神
坚毅 。入伍 10 年来 ，他始终牢记军人职责 ，在各
项演训任务中冲在先 、干在前 ，受到官兵一致好
评 ，先后 5 次获评优秀士官 ，荣立三等功 1 次 。
2020 年 ， 张逍在赴高原腹地执行某专项任务
时 ，克服环境艰苦 、条件恶劣等实际困难 ，任劳
任怨 、 尽职尽责 ， 圆满完成上级交代的各项任
务 ，荣立个人二等功 。 张逍执行任务后 ，长时间
没有与家人通信联系 。经其所在部队批准 ，贵池
区军地干部现场与其视频通话 ， 向他表示祝贺
慰问 。

“张逍 ，你那边天气怎么样 ？ 注意保暖 。 ”
“张逍 ，别惦记家里 ，在部队好好干……”耳听视
频中传来的一句句关心问候 ， 眼看镜头里的家
人个个身披 “一人立功 ，全家光荣 ”绶带 、手捧
立功喜报和荣誉奖牌 ， 还有前来道喜的各级干
部和父老乡亲 ，远在军营的张逍也倍感荣光 。他
表示 ，一定会珍惜荣誉 ，把家乡人民的关怀期望
转化为工作训练的动力 ， 在本职岗位上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

善良夫妇义务照料五保老人 23年

■ 本报记者 张岳

近日，新一轮冷空气直扑皖北大地。 “今天
还要给二爷再加一床棉被，老人家怕冷。 ”国网
利辛县供电公司马店供电所农电工康士彪跟妻
子李永芳说。 他们所说的“二爷”康成计是村里
的五保户，跟康士彪并不是真正的爷孙俩，两人
是同村同姓的邻居。

1997 年的一个夏夜暴雨， 康成计家的土坯

房塌了，76 岁的康成计站在泥泞中陷入绝境。此
情此景被正在雨中开沟放水的康士彪看到了，
他三步并作两步蹚水来到了老人面前，“二爷，
先上俺家去吧。 ”

康成计在康士彪家住下来， 李永芳悉心照
顾他的日常生活。 “孩子们和二爷特别亲，天天
围着二爷转，朝夕相处就真的成了一家人。 ”李
永芳笑呵呵地说。

2002 年秋季，康成计老人突发阑尾炎，康士

彪赶紧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 但救护车只能开
到离康洼庄 3 里开外的东城集。 康士彪找来几
个乡邻，冒着细雨趟着泥泞，用木床把老人抬到
救护车上。 李永芳也紧紧跟着，看着老人做了手
术， 守护床前整整一周， 直到老人完全康复出
院。 这一次仅医药费就花了近 3000 元，为此康
士彪借债 2000 多元。

2015 年 7 月，康成计不小心摔了一跤，盆骨
骨折。康士彪夫妇赶紧把他送往医院，住了一个

多月，其间夫妻二人轮番守护，这次花了医药费
8600 余元。二爷出院后又在家躺了半年，李永芳
每天端茶送饭、 梳头洗脸， 康士彪为其搓身洗
澡、端屎端尿，孩子一放学回家也是围到太爷床
前叽叽喳喳，帮着干些杂活。

“俺快一百岁了！ 要不是大孙子和孙媳妇照
顾我，我活不到这么大岁数。 ”康成计说。 23 年
来， 在康士彪夫妇的精心照料和孩子们纯真的
敬爱中，康成计身体硬朗，享受天伦之乐，成为
全村 5000 多位村民中的最长者。 朴实善良的康
士彪和李永芳夫妇， 为无亲无故的五保老人带
来幸福美满的晚年， 成为当地广为流传的一段
佳话。 去年 11 月份， 康士彪和李永芳夫妇被评
为“中国好人”。

日前，合肥市万慈小学党、团支部联合少先队
大队部在全校范围内开展“党团教师说‘全会’”活
动， 在少先队员中掀起了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的热潮。 李茜 摄

■ 本报通讯员 顾维林

本报记者 张岳

�� 近年来，，宣城市委、、市政府始终将文明创建作为最大
的民生工程和民心工程去谋划推进，，让创建为民、、创建惠
民、、创建靠民成为文明创建的““最强音””——————

道德新风尚

“好人”更多 “善举”更美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犹如一场 “幸福风

暴”，将“文明”内化为城市发展的基因，具化
为每个市民的行动， 构筑起一座文明和谐的
幸福之城。伴随创建工作的再提升，宣城市民
们自觉践行一个又一个文明理念， 传递着一
串又一串文明音符。

72 岁的宁国市环卫工人乐金美匿名为
武汉捐款 1 万元；广德市笄山村村民谈贤贵，
10 年来坚持义务捡拾卢湖沿岸垃圾，无怨无
悔守护广德市民的水源地；疫情期间，宣城蓝
天救援队队长苏成龙带领救援队对市区人口
密集场所、车站、老旧小区等场所进行集中防
疫灭菌工作。

漫步街头 ， 献血车里主动挽起袖子义
务献血的身影越来越多；走在路上 ，随时约
束自己行为举止， 捡起路上烟头垃圾的市
民越来越多……温暖和感动 ， 流淌在宣城
的大街小巷。

“好人”更多，“善举”更美。 近年来，宣城
市坚持在落细落小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建设上取得新作为。 2020 年，宣城持续开展
五级好人推选推报 ， 全年共评出宣城好人
139 人（组），其中 10 人当选“安徽好人”，3 人
当选“中国好人”。

尊重好人， 支持好人， 关注好人。 2020
年，宣城市围绕好人原型创作文艺作品 4 个，

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巡回展演。 做
好家训馆、好人馆日常管理，做好关心关爱困
难典型。春节、端午期间，看望慰问道德模范、
困难好人和战“疫”典型家庭 47 户，发放慰问
金 5.7 万元。 组织为城区 86 位市级以上好人
免费体检。 实施 “道德信贷”29 人次， 放贷
1816.89 万元，支持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发展
经济。

尤为瞩目的是， 宣城还注重持续推进移
风易俗，将“推进村级红白喜事‘新风堂’建
设”写入《宣城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
2022）》，进一步树立文明乡风。 去年，宣城新
建“新风堂”77 个（总数已达 234 个），各地红
白理事会操办村民红白喜事 952 场 ， 酒席
8320 桌，为群众节省费用 919 万元。 同时，广
泛开展“文明餐桌”宣传活动，共发放倡议书
4 万份、 公益海报 6 万份及文明节俭用餐提
示牌 2.5 万个。

志愿新风采

“成色”更足 “成绩”更好
岁末年初 ， 在第五届中国青年志愿服

务项目大赛暨 2020 年志愿服务交流会上 ，
宣州区 “扶贫助残 共享阳光 ”项目荣获第
五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铜奖。

“扶贫助残 共享阳光 ”项目是由宣城
市宣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助残志愿服务队
实施，以贫困残疾人为服务对象，围绕爱心
助学、上门评残、真情送暖、康复义诊、就业
增收五个方面开展志愿服务 。 目前参与志
愿者达到 1860 人次，累计服务时间达 7380
个小时，受益残疾人 5150 人。

志愿服务是展现城市文明风尚的新标
志，志愿者是文明城市创建的生力军。 面对
全国文明城市复评这场“大考”，“文明观察
团”志愿服务队为文明创建“找茬”。 在他们
的带领下 ，宣城市机关干部 、企事业职工 、
部队官兵 、社区居民等纷纷加入到 “创城 ”
队伍中来 ，从 “袖手看 ” “拍手赞 ”，转变成
“动手干 ”……一场场气势恢弘的文明 “大
合唱”掀起一阵阵文明创建热潮。

值得一提的是 ， 团宣城市委通过培育
志愿服务项目，引领社会公益组织 、组织志

愿者开展文明创建工作 ， 带动更多群众参
与其中， 同时组织市青年志愿者爱心车队
开展 “团团送清凉 ”活动……一时间 ，志愿
服务蔚然成风，共同传播文明新风尚。

2020 年年初，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 宣城市更是充分发挥志愿服务的
优势，广泛动员志愿者参与爱国卫生运动 。
150 多名志愿者奋战 57 天 ， 分拣 165 万片
口罩。 由疾控人员、公安干警、社区工作者、
扶贫工作队长 、环卫工人 、快递小哥 、志愿
者等组成的 12.7 万志愿者主动担当， 为全
面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汩汩不竭的
强大动力。

如今，“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 ”的志愿
服务精神传遍千家万户。 坚持创建为民，宣
城步伐铿锵。 人城共进，文明的号角在皖南
大地持续激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