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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红色资源 讲好红色故事
■ 本报记者 何雪峰

本报通讯员 屈海波

“同学们，80 多年前，张爱萍将军曾
三次来到这里， 领导抗日武装与敌人战
斗。 ”近日，在宿州市埇桥区栏杆镇石相
村红色革命遗址旁， 埇桥区关工委副主
任李再胜在给小学生讲述张爱萍将军三
进石相村的故事。

在现场， 李再胜老人把革命先辈舍
生忘死、 前赴后继的革命故事讲得引人
入胜，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

今年以来，埇桥区组织“五老”深入
中小学校宣讲红色故事， 开展党史国史
教育。一个个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通过

老同志们声情并茂、震撼心灵的讲述，在
广大青少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和共鸣。

上世纪 30 年代初，埇桥区顺河集就
爆发了宿县地区现代革命史上最大的一
次农民暴动———“打烟款”暴动。从抗日战
争到解放战争，埇桥区的土地上发生过多
次战斗，许多先烈为革命英勇献身。 石相
村目前还保存着众多革命遗存。为保护和
传承好这些红色资源，埇桥区对在石相村
的皖东北抗日临时指挥部等红色革命遗
址进行保护修缮， 建立红色革命教育基
地———皖东北抗战临时指挥部 （灵宿公
署旧址）。 今年 3 月 12 日，石相村红色革
命遗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挂牌。

“多年来，埇桥区各级基层关工委积

极挖掘红色文化资源， 做了大量本地革
命文献整理发掘工作。 ”李再胜说，全国
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詹东体为挖掘
9O 年前发生在朱仙庄镇东三铺集的农
民暴动、组建红军游击队、开展反封建反
压迫斗争等有关革命史料，多次走访、查
阅宿县县志，召开座谈会、研讨会，渐渐
理清了暴动的谋划地点、时间、主要领导
人等线索，写出纪念宿东农民暴动 90 周
年的材料。

去年以来， 詹东体宣讲宿东农民暴
动的红色故事 10 余场次。埇桥区桃山村
是萧宿铜灵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发源地，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仅桃山村牺
牲的革命烈士就有 38 位。在埇桥区关工

委老同志的帮助下，这个村整理出《英名
永存》《忆胡方亮烈士》等材料。夹沟镇五
柳烈士纪念馆中有一份毛主席为夹沟村
一位赵姓烈士签发的烈士证书。 烈士后
人担心原件丢失，将原件取回。在“五老”
的建议协调下， 烈士亲属又将烈士证复
印件送交纪念馆展示。

埇桥区关工委还帮助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撰写解说词， 每篇解说词都逐字逐
句推敲， 特别是对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
时间、地点、参加人员等都反复查证。 “我
们讲述的都是发生在埇桥本地甚至本乡
本村的红色故事， 深受基层干部群众欢
迎。我们将坚持开展这项活动，让革命精
神薪火代代相传。 ”李再胜说。

荩 3 月 23 日， 蒙城县小辛集
乡李大塘村农民在铺设地膜，
为春季蔬菜种植做准备。 当地
农民抓住天气回暖有利时机，
展开土地耕整、 秧苗移栽及田
间管理等各项农事活动。

本报通讯员 胡卫国 摄

荨 3 月 14 日，肥东县梁园镇花卉扶贫产业园内，技术人员正在对即将售
出的应季花卉进行保养。 近年来，梁园镇流转土地种植花卉，形成育苗、种
植、供销全产业链，在增加集体经济收入的同时，带动梁园镇及周边乡镇共
7 个社区群众就业。

本报记者 杨竹 摄

春分时节农事兴

创业有帮扶 巾帼显身手

■ 本报记者 柏松

本报通讯员 盛静

洁净的玻璃温室大棚里 ，2 万多
株多肉植物整齐地栽种在方型塑料
格子间，在灯光下晶莹剔透。近日，记
者来到位于淮南市谢家集区唐山镇
莲花村的多肉种植基地，见到邱传美
正在给多肉植物打包。这些观赏植物
即将运往湖北、福建等地。

作为村里的致富能人，64 岁的邱
传美种植多肉植物多年， 多肉植物销
量一年达几十万株，年纯利润达 30 多
万元。 在儿子的帮助下，她从网上查找
种植经验，还学会了网上销售，十里八
乡的村民常来取经求教。

为推进妇女就业创业， 谢家集区

妇联搭建平台， 通过增加培训讲座的
频次、广度，组织妇女利用庭院、闲置
土地发展产业， 进一步拓宽脱贫户增
收致富门路。

“多肉植物也叫多水植物、肉质植
物，全世界已知的多肉达 1 万余种。 ”
邱传美在现场告诉杨公镇前瓦村的创
业女性。

2020 年， 谢家集区妇联组织了 3
次多肉种植技术培训， 并通过多种方
式宣传小额担保贷款政策， 引导 160
名创业女性申报了小额担保贷款 ，申
请额度约为 3000 万元，为女性致富创
业提供了资金保障。

“多肉植物深受消费者喜爱，是花
卉行业销售新热点。 ”谢家集区妇联负
责人向记者介绍，跟普通的花卉、绿植

大棚相比，种植多肉，同样面积产生的
效益要高出 10 倍以上，正在形成一个
大产业。

“多肉发芽后 ， 就可以单独入盆
了，要多注意控温和控湿。 ”“发芽后要
增加通风，避免阳光直射。 ”通过微信
群， 邱传美将教学视频发送给群里的
姐妹们。 学到了技术，杨公镇陈庙村的
脱贫户张厚敏从邱传美的基地里购进
了 100 多株“肉肉”开始创业。

用镊子将一粒粒比芝麻粒还要小
的“肉肉”种子分栽下去，经过精心照
料，张厚敏的“肉肉”已经长出了嫩芽。
如今， 她的自家小院里摆满了盆盆罐
罐，一株株多肉植物，在阳光下演奏出
奔向小康的绿色畅想曲。

党员带头干 荒山变茶园

■ 本报记者 许根宏

本报通讯员 钱良好

3 月 21 日， 庐江县柯坦镇蒲岗村
产业园标准化茶叶基地一派忙碌景
象，茶农叶红玲双手上下飞舞，嫩黄色
的茶芽不断落入茶篓里。 “村里党员干
部带头种茶，办起了标准化茶叶基地，
我们平时采收茶草， 年底还能拿到分
红！ ”叶红玲说。

“过去茶园分散经营，每到采茶旺
季，一边要忙着采摘，一边忙着炒制、
销售，成本高，质量又无法控制，卖不
上价。一年忙到头，收入没多少。 ”柯坦
镇蒲岗村党总支书记江世才告诉记
者，针对这一情况，村里发动 100 多名
有帮扶能力的党员与贫困户结对帮
扶，共同推动产业发展。

蒲岗村人均茶园 2 亩， 过去分散

经营，效益低，多数撂荒。 由于建设、改
造高标准茶园投资较大， 群众普遍心
存顾虑，虽经多次动员，却始终没人敢
尝试。 为此，村党总支决定由村集体出
资，把分散的茶园收集到一起，建立示
范基地，由党员干部带头示范。今年 65
岁的齐登立是蒲岗村毛楼村民组的老
党员，为打消群众的顾虑，他主动上门
做工作，并带头种植茶叶。 “村里搞茶
产业，作为党员，我带头把家里的 5 亩
老茶园流转给集体统一经营， 经过精
心管理，一年收入 3 万多元。 ”齐登立
说，到年底一算账，他家的收益明显高
于老式种植方式。

见到了效果， 村民纷纷参与。 从
2014年到现在，过去杂草丛生的山坡，
很快就变成了标准化茶园。 如今 ，满
村遍是茶园，全村家家种茶、户户有茶
园，村集体有钱了，百姓腰包也鼓起来

了， 村党总支又开始探索产业提升的
路子。

“有了党员的带头示范，蒲岗产业
园标准化茶叶基地很快就建立起来。 ”
江世才介绍， 标准化茶叶基地位于龙
池山山麓，以打造“一村一品”的产业
发展目标， 采取集中连片流转村民组
土地、水面，整合项目资金，发展村级
集体产业园。 目前， 蒲岗村已经建成
1100 亩茶叶产业基地。

“我们以党建为引领 ，发动党员
干部率先垂范 ， 自己种好自己茶园
外，还协调他们参与合作社的经营工
作，发挥党员带头致富的示范引领作
用。 ”柯坦镇镇长张兆林说，柯坦镇是
庐江名优茶产茶大镇，全镇新老茶园
2.5 万多亩 ， 一季春茶可创产值 1.5
亿多元，可带动 2000 多户茶农增收。

阜阳前 2个月外贸同比增长超六成

本报讯 （通讯员 申兵 记者 安耀

武）记者近日从阜阳海关获悉，今年前两
个月，阜阳市进出口总值 18.9 亿元人民
币，比去年同期（下同）增长 60.9%，进出
口增幅高于全省平均增幅 22.4 个百分
点。其中，出口 16.2 亿元，增长 78.5%；进
口 2.7 亿元，增长 1.9%。

今年以来 ， 阜阳海关有效落实海
关总署和合肥海关稳外贸的措施 ，扎
实开展企业调研 ， 摸排重点企业进出
口计划 ，了解企业生产经营 、通关环节
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聚焦难题 、精准发
力， 助推企业抢抓 RCEP 签订机遇，做

好协定生效准备 ，拓展国际市场份额 ；
持续推广关税保证保险 、汇总征税 、减
免税政策等改革便利措施 ， 指导企业
用好用活优惠政策 ， 提高资金流转使
用效率。

数据显示 ， 该市主要出口商品总
体形势向好。 2021 年前两个月纺织服
装类出口 1.8 亿元 ，增长 26.4% ；家具
及其零件出口 3.2 亿元 ， 增长 98.4%；
机电产品出口 2.6 亿元 ，增长 330.4%。
进口方面，机电产品进口增长迅猛。 前
两个月， 该市机电产品进口 0.9 亿元，
增长115.1%。

怀宁开展“家庭助廉”活动

本报讯 （记者 洪放 ）今年以来 ，怀
宁县在全县纪检监察系统内广泛开展
“家庭助廉”活动，以“清风传家、勤廉治
家”为主旋律 ，以纪检监察干部家庭为
着力点 ，通过加强宣传教育 、开展丰富
廉洁文化活动等方式，促进纪检监察干
部涵养清廉好家风，并以好家风涵养好
作风。

活动开展以来， 怀宁县纪委监委向
本系统内干部家庭，全覆盖式发放《致全
县纪检监察干部家属的一封信》 和廉洁

书籍，阐明清廉家风的重大意义，推动纪
检监察干部家属纪法兼学， 增强其助廉
意识。同时，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纪检监察
干部谈心谈话制度，关心干部家庭生活，
开展“廉政家访”活动。 同时，以“以德养
廉、清风传家”为主题，向广大纪检监察
干部及家属征集原创作品。

截至目前， 怀宁县已开展廉洁谈心
谈话 41 人次、廉政家访 16 人次、为纪检
监察干部家属征订发放家风教育读本和
党纪法规 150 余本。

郑生全同志逝世

本报讯 中国共产党党员、 离休干
部、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原党组成
员、副主席郑生全同志，因病医治无效，
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在合肥逝世，享年
８８ 岁。

郑生全同志，１９３３ 年 １ 月出生，安
徽怀宁人，１９４９ 年 ７ 月参加工作，历任
怀宁县三桥区委工作人员、石牌区委青
年干事， 怀宁团县委干事、 副部长、部
长、副书记，安庆团地委秘书、地直机关

党委干事，省委讲师团教员、经济学组
教员、副组长，皖赣铁路建设指挥部政
工组工作人员，省生产指挥部政工组工
作人员、宣传组长，省计划委员会政治
处副主任、综合处副处长、经济研究所
所长，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１９９３
年 ７月离休。

郑生全同志的遗体已于 ３ 月 ２０ 日
在合肥市殡仪馆火化。根据郑生全同志
生前遗愿，丧事从简。

铜陵听障儿童康复
实 现 应 助 尽 助
本报讯（通讯员 吴彬 陈震）铜陵

市高度重视儿童听力健康，关心听障儿
童康复工作，在各类救助项目的陆续开
展下，听障儿童康复实现应助尽助。

近年来，铜陵市高度重视听障儿
童抢救性康复工作，将听力语言残疾
预防和康复纳入工作重点 。 在实施
《铜陵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时，
取消救助对象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
提高了听力、 语言等残疾救助标准。
在积极落实我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对象的年龄确定为 0—14 周岁基础
上，该市将助听器等辅助器具适配儿
童救助年龄扩展到 0—17 周岁，并对
贫困家庭残疾儿童采取特惠措施 。
“十三五”期间，该市高标准建立了残
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听障儿童康复
做到应助尽助，5 年共救助听力残疾
儿童康复 182 人次。

萧县完善急救医疗服务
本报讯（记者 何雪峰）近年来，萧

县完善全县急救医疗服务体系， 建立
城乡全覆盖的紧急医疗救援中心，打
造十分钟医疗救援圈。

该县结合人口分布、 医疗救治能
力、区域辐射范围，共设调度指挥中心
一处、 急救分站点 8 处； 萧县人民医
院、萧县中医院及 6 所中心卫生院，均
配有值班车。

去年，萧县紧急医疗救援中心共
接打求救电话 18705 次 、 出诊 4172
次，救治病人 3447 人，平均到达现场
时长 9 分 50 秒。

萧县紧急医疗救援中心与公安
110、消防 119 联合行动，形成应急救
治系统，在遇到疫情和传染病时，可启
动应急预案，与疾病控制、卫生监督部
门协同作战， 进行疾病控制和紧急医
疗救治。

·市县点击·

3 月 22 日，颍上县水利局通过设置咨询台、悬挂横幅、发放宣传单等方式，向群
众讲解“珍惜水、爱护水”重大意义，倡导全社会珍惜、保护水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本报通讯员 王林洪 摄

宣城整治儿童玩具和学生用品市场

本报讯（记者 张敬波）为切实保障
少年儿童身体健康成长和生命财产安
全， 宣城市市场监管部门日前组织开展
儿童玩具和学生用品专项整治行动工
作， 全面落实生产经营企业产品质量安
全主体责任。 截至 3 月 15 日，共检查生
产企业 4 家、经销企业 365 家，发现问题
企业 10 家、问题产品 150 件，目前已全
部完成整改。

宣城市此次专项整治行动聚焦塑
胶玩具 、金属玩具 、弹射玩具 、盲选玩
具等 11 类产品存在的质量安全突出
问题 ， 对儿童玩具和学生用品重点区
域、重点场所 、重点产品开展地毯式排

查 ， 对整治行动中发现的突出质量问
题，通过通报、公告、约谈 、协查 、召回 、
责令整改等方式严肃处理。 同时，着力
帮助企业分析问题原因 ， 提高质量管
控能力 ，引导企业自觉增强标准意识 。
该市还深入开展质量安全知识进校
园 、进社区等宣传活动 122 次 ，提高公
众质量意识，促进行业质量提升。

该市还将针对专项整治中发现的
问题依法进行后处理 ， 加强全链条监
管和打击力度 ，切实形成执法合力 ，严
守儿童玩具和学生用品质量的使用安
全底线。

灵璧集中整治城区交通秩序

本报讯 （记者 何雪峰 通讯员 许

聪）日前，灵璧县全面启动城区交通秩序
集中整治行动， 向交通违规违法乱象出
重拳。 3 月 15 日至 3 月 16 日，该县共查
纠劝阻行人 2263 人次，查扣渣土车搅拌
车 23 辆、四轮拖拉机等农用车 11 辆，查
处其他各类违法行为 139 起。

灵璧县成立依法集中整治城区道路
交通秩序工作指挥部 ， 充分发挥牵头
协调作用， 将城区合理划分为11 个网
格 ，抽调 200 余人组建工作专班 ，细化
责任分工，推动工作落实。 相关部门通
过向城区居民发出公开信 、 微信公众
号、 电子显示屏等方式， 开展形象、直
观、生动的宣传教育 ，争取群众的理解

和支持， 增强遵守交通法规的自觉性，
促进养成良好的出行习惯。 同时，及时
通报进展情况 ， 增强整治工作的透明
度，及时对一些抗拒执法的典型案例予
以曝光，积极营造集中整治的强大声势
和良好氛围。
灵璧县组织专门人员对各部门工作

落实情况开展定期督促检查， 发现问题
及时进行通报，充分传导压力，形成工作
闭环。同时，探索建立城市管理长效管理
机制，在城市公交运行、出租车管理和文
明素质提升等方面制定相应的办法，全
面构建安全、畅通、快捷、有序、便民的城
市道路交通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