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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再回家”
■ 本报记者 许根宏

本报通讯员 钱良好

“今年我在工地上过年，春暖花开
的时候，再回老家看看你和孩子。 ”春节
到了，中交二航局庐江船闸项目部坚守
工地的工人彭志勇，下班后与妻子张向
芹视频通话，“春节上班公司发奖金。有
很多同事留在这里过年，我们一起吃年
夜饭很开心。 ”电话那头，张向芹叮嘱丈
夫：“你在外面注意身体，家里什么也不

缺，父母身体很好不要担心。 ”
彭志勇是钢筋工。 今年 5月他和老

乡一起从湖北咸宁来到引江济巢庐江船
闸项目部， 因工作忙，7 个多月没回家。
“倡导留原地过年，我也积极响应。 过年
时， 打个电话或者通过视频向老人和孩
子拜年，也挺好的。 ”彭志勇告诉记者。

从去年 11 月开始彭志勇被安排到
离项目部 7 公里以外的船闸锚地建设
工地，每天除了做工，他还要负责用车
辆接送其他工友。 2月 9日，因连续阴雨

天气，项目部到工地的道路变得异常难
走。 为确保安全，彭志勇和工友们结束
了一天的工作后，赶在天黑前把工友们
安全送回住处。 然后，他和妻子、儿子、
父母通过视频唠嗑:“舍小家、为大家，在
哪里过年都是家。 ”视频快结束时，彭志
勇用手机给家人播放了这首新歌。

庐江船闸项目部像彭志勇一样选择
就地过年的外地务工者有 80人，有管理
人员，也有一线工人。 为此，项目部拿出
20多万元用于留守人员的春节慰问。

“除了正常支付加班工资外，我们
还给每人发放 2000 元春节留守慰问金
和 1000 元春节红包。 ”中交二航局庐江
船闸项目部副书记熊闯说，在节假日期
间，他们组织包饺子、吃年夜饭，开展联
欢晚会等文体活动，让留守工地的员工
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为了让外地人在庐江过好年，庐江
县要求有关单位积极提供就业服务，鼓
励企业发放福利， 做好公共服务保障，
确保外地员工留在当地过好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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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礼物很贴心”
■ 本报记者 殷骁

“你不能疏于锻炼，可用哑铃着重
锻炼手臂，也不能一直躺在床上不活动
动。 ”近日，宣城市宣州区残联助残志愿
服务队队员、宣城市仁杰医院康复科负
责人孙辉，来到夏渡新城小区残疾人胡
祖荣家，指导他进行康复训练。

“这个礼物很贴心！ ”胡祖荣指着刚
收到的助行器说。 肢体二级残疾的胡祖
荣，去年不慎摔伤不能行走。 听了孙辉的

建议，他连连点头。 紧贴他身旁的区残联
工作人员向胡祖荣家人介绍助行器的使
用方法。 这是老胡春节前收到的“礼物”。

随后，助残志愿服务队来到水东镇
稽亭村看望 15 岁的陈自凤。 小陈因胯
骨脱位无法直立行走， 不能正常上学。
几年前，她开始练习书法，每天都会写
上几小时。她的作品获全省第七届残疾
人书画摄影微视频比赛书法类优秀奖。

这天，宣州区残联邀请区书法家协
会志愿者余红涛、 黄朝江送教上门，指

导陈自凤练习书法。两位老师耐心地传
授书法技巧，临走时，他们互留了联系
方式。 “有了老师们的指导，我有信心把
字写得越来越好！ ”陈自凤开心地说。

春节前夕， 宣州区残联动员十几
名志愿者， 为有需求的残疾人适配轮
椅、助行器、手杖、坐便椅、盲杖、盲表等
辅助器具，慰问走访 300 多户困难残疾
人家庭。 宣州区残联汇聚社会力量，积
极探索志愿服务队伍发展，带动成立了
18 支成熟的志愿服务队伍，目前，志愿

者已有 720 人。 “在我们的志愿服务队
里，有医生、律师、教师等专业人士，这
样，当残疾人遇到困难时就能提供有针
对性的专业服务。 ”宣州区残联副理事
长吴岳来说。

2 月 8 日， 宣州区残联物资仓库附
近， 志愿者们忙着搬运和清点辅助器
具，准备开展慰问走访活动。 “我们加班
加点，要在春节前及时把‘礼物’送到残
疾人手中。 ”擦了擦额头的汗水，吴岳来
将轮椅小心地搬上货车。

2 月 21 日，在阜阳市颍东区
正午镇陈庄村油桃种植基地里，
农技人员在指导学生观察桃花的

结构。春节以来，阜阳市插花中学
将课堂搬进油桃大棚里， 引导学
生观察果花结构、 学习人工授粉
技术等， 让学生在亲近自然的同
时，增长现代农业科技知识。
本报通讯员 宿飞 张金亭 摄

田间课堂观桃花

让爱的“炉火”燃得更旺
韩小乔

近日，2020 年度 “感动
中国”人物评选揭晓，其中，
万佐成和熊庚香夫妇创办

“抗癌厨房” 的事迹让人动
容。 18 年来，他们坚持为病
人家属提供炉火、炊具和调
味品，1 个炒菜只收 1 元，让
患者能吃到“家的味道”。

微弱的灯光， 照亮寒夜的路人；火
红的炉灶，氤氲亲情的味道。 对患者来
说，吃上“私人订制 ”的饭菜 ，是难得的
幸福。 对患者亲属来说，省下的餐饮花
销，能让他们在升腾的烟火中得到喘息
与抚慰。 在陌生的城市，素不相识的人
们在小小的厨房里相互慰藉 、 相互打
气，舒解压力、消解焦虑 ，端出温暖 、分
享友爱，共同走过艰难的日子。 “抗癌厨
房”里的每一道菜，虽简单朴素，却饱含
着真情与温暖、友爱与关怀。 默默付出
的老万夫妇， 就是点燃亲人们表达爱、
传递爱的炉火，给予了那些陷于困厄之
中的人们生活的希望。

这爱的“炉火”散发出的融融暖意，

源自可贵的坚持。 炉中火、
心中情、 人间爱，18 年不打
烊，老万夫妇将一件看似平
常的小事坚持下来，让小善
集成大爱 ， 让大爱聚成暖
流。 在获悉自己被评为“感

动中国 2020 年度人物”后，老万夫妇担
心“离开时患者家属没法做饭”，放弃到
北京领奖。如此厚道与善良，源自付出爱
心、方便他人的日积月累，这正是“九层
之台，起于垒土”的生动体现。

爱心接力，薪火传承。由个人力量自
发点起的炉火， 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传
递下去。当地政府出资升级改造“抗癌厨
房”并补贴房租，民间团体组织爱心人士
开展志愿活动，“抗癌厨房” 的暖心行动
在全国多地不断上演。 善意的“种子”要
播撒四方，离不开政策扶持、制度保障，
离不开社会各界的鼓励与支持。 多一些
“生火人”加入进来 ，多一些像 “抗癌厨
房”这样温暖又方便的地方，就能汇聚更
多正能量，让爱的“炉火”燃得更旺，让善
的品行温暖人间。

23年只为做好一件事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任雷

春节前夕，白酒进入销售旺季。古井
贡酒股份有限公司技术质量中心主任刘
国英和她的技术团队比平时更加忙碌。

“在古井工作 20 多年，我只做了一
件事， 就是努力把白酒这种中国特有的
饮品解释清楚，让广大消费者更易接受，
推动白酒走向国际市场。 ”刘国英说。 23
年来， 刘国英从普通分析化验员逐步成
长为公司技术骨干，先后获得“安徽省优
秀科技工作者”“安徽省劳动模范”“安徽
省第六批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领军人

才”等荣誉称号，入选全国万名优秀创新
创业导师人才库。2020 年 11 月 24 日，刘
国英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全国劳动模范表
彰。 “我只是企业的一名普通技术人员，
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 党和国家却给
予我这么高的荣誉， 这既是对我工作的
肯定，更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 ”1 月 22
日， 回忆起去年接受全国劳动模范表彰
时的情景，刘国英激动地说。

刘国英的爷爷是一位酿酒老师傅，
耳濡目染之下， 她从小就对白酒酿造有
一种特殊的感情。 “那时候我就很好奇，
这看起来和水差不多的东西， 是什么原
因让它变得不同呢？ 酿酒过程会出哪些

问题，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刘国英告诉
记者。大学期间，这位蒙古族女孩选择了
化学专业，就是想把这些问题搞清楚。

1998 年，源于对古井品牌的好感，24
岁的刘国英从南京工业大学毕业后，就
带着对白酒事业的探知渴望与满腔热情
来到了亳州， 一头扎进了古井贡这个白
酒王国。她先后从事过锅炉水质分析、大
曲的分析研究、白酒微量成分研究、大曲
中微生物的研究和工艺研究等工作。 上
班时，她就钻进实验室里，按部就班地分
析、研究，有问题就求教于老同事；下班
后回到家则经常抱着酿酒、 发酵的刊物
和书籍，反复研读、思考。

2012 年,为了一个科研课题，刘国英
曾带领技术团队连续一个多月不分昼夜
坚守在科研岗位上。

2012年以来，刘国英主持研发的 26项
发明专利、33项实用新型专利获得国家知
识产权局授予的专利证书。她先后主持和参
与完成 20余项课题研究和新产品开发，多
项研究成果在国际、国内属领先水平。

“白酒与白兰地、威士忌、伏特加等
并列为世界六大蒸馏酒， 而白酒又是六
大蒸馏酒中工艺最繁复、成分最丰富、参
与酿造的微生物种群最复杂、 生物活性
成分最多的一个酒种。 ”刘国英说，她的
技术团队致力推动全省白酒行业技术创
新， 主要从事固态发酵工程领域前沿关
键技术研究、白酒产品质量安全研究、新
产品的研发设计、 新技术的运用等，“中
国白酒需要我们传承、探索和创新。正因
为白酒酿造技术的研发过程充满艰辛和
挑战，我们的工作才显得有意义。 ”

铜陵开通微信缴社保费业务

本报讯（通讯员 方文婷 吴彬）为减
少人员聚集、降低新冠疫情传播风险，铜
陵市社保中心开通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微信缴费业务， 引导居民以 “非接
触”方式缴纳 2021 年度养老保险费。 微
信缴费业务的开通， 进一步方便了参保
人员特别是外地务工人员在异地实现保
险费的缴纳，充分体现了“互联网+”人社
服务理念，实现了“马上办”“快速办”。

随着铜陵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微信缴费业务的开通，该市居民通过登
录“铜陵人社”微信公众号、“铜陵税务”
微信公众号， 或直接扫描微信二维码，
即可完成保险费缴纳 。 此项业务开通
后，原有的银行卡（存折）预存代扣方式
仍然保留，参保人员可将保费存入代扣
存折，由社保经办机构按期划扣。每月 1
日至 20 日为微信缴费期，25 日至 27 日
为预存代扣期，参保人员可自主选择缴
费方式。

黄山旅游厕所 24小时有热水
本报讯（记者 吴江海）春节期间到

黄山旅游的游客发现， 在景区所有旅游
厕所洗手时水龙头流出的是热水。

黄山风景区在春节前完成了 23 座
旅游厕所饮用水改造提升项目， 在旅游
厕所门口统一安装了饮用水设备， 给水
龙头接通了热水， 水温可根据需求自由

调节，实现了旅游厕所 24 小时热水全覆
盖，被游客点赞“暖手更暖心”。

据景区工作人员介绍 ， 为适应疫
情防控需要 ， 黄山旅游厕所内基本采
用无接触感应出水装置 ， 避免游客多
次接触 ，饮用水设备配有过滤装置 ，可
安全饮用。

萧县加大力度扶持中医药发展

本报讯（记者 何雪峰）近年来，萧县
加大扶持力度，强队伍聚人才，筑牢中医
药发展基础，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健全
基层中医药服务体系， 拓展中医药工作
服务领域，做实基层中医药全覆盖。

萧县实施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战略，
着力弘扬打造地域特色龙城医派，先后成
立中医药学会、华佗养生协会、龙城医派
学术研究会，开展寻找身边的中医世家和
中医传承佳话等活动，深度挖掘中医药文
化，讲好萧县中医药故事。 出台中医药传
统知识收集整理工作方案， 支持龙城医

派、 华佗医学文献等古典医籍精华的梳
理、研究和民间医法技艺的发掘、应用，实
施龙城医派学术传承项目整理、 研究、利
用名老中医药专家的学术思想和诊疗经
验，实现数字化、影像化记录。

目前，萧县中医药文史正在校对，已
整理 《龙城医派论文集》《类症医案》《海
崇熙医文集》等 6 部著作，挖掘王德连、
许传勤等中医世家 20 余家。 同时,建立
萧县民间中医药传承工作室， 开办华佗
讲堂，挖掘、保护和传承民间中医药精华
和精髓。

专家提醒：树立正确健康饮食观念
本报讯 （记者 朱琳琳 通讯员 戴

睿）春节长假结束，医院迎来了患者就
诊小高峰。 其中，因饮食不当造成的如
高脂血症性急性胰腺炎患者比例明显
增多。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
外科副主任医师李贺说，春节前后该院
出现患者就医高峰，急诊外科接诊的胰
腺炎患者中高脂血症患者居多。

据李贺介绍， 因春节期间聚餐较
多 ，暴饮暴食导致痛风 、糖尿病 、高血
压、肠胃疾病等各种“春节病”发生，饮
酒过度导致的其他疾病也有明显的增
多。 春节后，很多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

抱着“过个吉祥年，春节不去医院”的想
法， 挨到春节后扎堆来到医院就诊，导
致节后就诊人数迅速增多。 此外，许多
外出务工人员， 返乡期间利用假期团
聚， 节后抓住假期的小尾巴陪同父母、
孩子到医院看病或体检，一定程度上增
加了就诊量。

李贺提醒， 要树立正确的节日观
念，遵循适量饮食、规律作息、保持锻炼
的健康生活方式。 若感不适一定及时就
诊，以免贻误病情。 而对于慢性病的例
行检查，可在不急需的情况下，尽量避
开节后就诊高峰期，错峰就诊。

张俊卿同志逝世

本报讯 中国共产党党员、 离休干
部、省工商联原党组书记、副主委张俊
卿同志，因病于 2021 年 2 月 21 日在合
肥逝世，享年 92 岁。

张俊卿同志 ，1929 年 10 月出生 ，
山东济阳人 ，1947 年 3 月参加工作 ，
1948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含

山县委副书记、 含山县革委会副主任，
无为县委副书记、 无为县革委会副主
任，和县县委书记、和县革委会主任，阜
阳地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淮南市委常
委、 组织部部长， 省政协党组成员、常
委、副秘书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
商联党组书记、副主委。 1995 年 8 月离
休 ，2019 年 9 月享受按副省长级标准
报销医疗费待遇。

张俊卿同志的遗体定于 2021年 2月
23日上午 10时在合肥市殡仪馆火化。

2 月 22 日，在合肥市蜀山经济开发区蜀麓幼儿园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志愿
者和幼儿园老师一起为小朋友们上了一堂“洗手操”课程，引导孩子们从小养成良
好的卫生习惯。 本报记者 杨竹 摄

2 月 21 日，亳州市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有序开市。 目前，该市中药材种植
面积 120 多万亩，中药材品种已达 400 多个，纳入省战新基地监测的规上药业工业
企业 170多家，全市中医药产业规模突破 1000亿元。 特约摄影 张延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