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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滴善举传递温暖
———记淮南市大通区九龙岗镇新建社区书记、主任许庆朝

■ 本报记者 柏松

“谢谢许书记啊，有空到家里来坐会！ ”3 月 20 日，70
多岁的老张来到慈善超市，一边和许庆朝打着招呼，一边
领取了米和油。 老张自幼残疾，孤身一人收养了一名残疾
孤儿，生活十分清苦。 从 2015 年做公益开始，许庆朝不仅
帮助老张办理了低保，而且每隔 40 天左右，还会给老人送
去一袋米、一桶油，这一送就是 6 年。

大通区九龙岗镇， 是淮南市城市最早起源的地方，淳
朴的民风滋润着爱心的土壤。 在这里，一提起新建社区党
总支书记许庆朝，人们都会竖起大拇指点赞。对于他来说，
公益是工作，亦是生活。 他扶弱助残、竭心尽力帮助他人，
被评为安徽省岗位学雷锋标兵。

“小时候，有一年冬天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是生产队长
荣爷爷背着半袋米来到我家， 尽管那年冬天特别寒冷，但
我觉得很温暖……”说起乐于助人的初衷，憨厚的许庆朝
坦言，是这件事在他幼小的心里埋下了爱的种子。

在许庆朝看来，努力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是社区工
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而越来越多的困难群体得到帮助，
离不开志愿者和热心人。 如何把正能量汇聚起来，去帮助
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2015 年 3 月，许庆朝自筹 3 万元，在新建社区成立了
“飞鱼爱心协会”， 吸引了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党员、群
众、学生志愿者，大家通过募集社会爱心人士的资金、物
品，开展学雷锋活动。 从当初的 5 名会员，发展到了如今
的 2000 多名会员，这里已经成为淮南市知名的爱心志愿
者孵化基地。

在一次收集群众意见时， 许庆朝听到群众反映说，社
区有一位老人因中风身体十分虚弱，身边没有亲人。 他立
刻组织社区志愿者，轮流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待老人身
体状况稳定后，又一路陪伴将老人送到了老年公寓。 此后
不到一个月，老人中风复发、生命垂危，在老人生命最后的
72 小时，许庆朝一直守护在身旁。

“雷锋精神是一种力量，在助人为乐的同时，也带给自
己快乐。 ”许庆朝说。

几年来，许庆朝将慈善公益活动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建设过程中， 带着爱心志愿者开展了一项又一项活
动。截至目前，“飞鱼爱心协会”已救助困难家庭 476 户、贫
困学生 487 人，发放救助物资折合人民币 84.5 万元，提供
志愿者服务时间 5200 小时。

在新建社区， 许庆朝义务运营着淮南首家慈善超市，
食用油、大米、面粉、保温瓶、塑料盆等生活用品摆满了货
架，受助人员选取或收到物品后，志愿者都要进行登记。翻
开《慈善超市接受捐赠记录清单》，一条条、一款款详细记
录着每一件物资的来源去向。

“爱心人士把捐赠物资送来，飞鱼协会负责接收和变
现，通过慈善超市发放给需要帮助的人。 ”许庆朝告诉记
者，慈善超市物资的发放主要面对低保对象，身体有重度
残疾的，患大病、重病的，以及遭受重大灾害的家庭。

随着帮助的人越来越多，许庆朝和他的“飞鱼爱心协
会”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淮南“心之源”公益组织与之
携手，安徽理工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积极融入，他们的脚
步遍布淮南全境。 这些真情善举传递着温暖之光，用一点
一滴的小爱，汇成一片爱的海洋，涵养着向上向善的力量。

3月 23日， 航拍的位于合肥市高新区的中科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 1 号科研楼。 目
前 1号科研楼正在进行最后的收尾施工。 该项目是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核心工程之一，也是我
省科技创新的“一号工程”，为目前在建的全球最大量子信息实验室。 本报记者 徐旻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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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最紧凑型超导回旋质子治疗系统研制成功
实现了紧凑型超导加速器技术的自主可控

本报讯（记者 汪永安 徐旻昊）记者 3 月 23 日从中
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获悉，日前合肥综合性国家科
学中心超导回旋质子治疗系统加速器束流经过能量选
择系统和二四极铁、 治疗头等传输系统到达系统治疗
头，成功实现 200MeV（兆电子伏）稳定质子束流从治疗
室引出，这标志着国产最紧凑型超导回旋质子治疗系统
研制成功。

质子治疗作为一种新型的放疗技术，具有治疗效果
好、副作用小、患者恢复快的特点，是国际上先进的新型
治疗肿瘤方法。 因引进质子设备费用及维修成本高，关
键技术被国外垄断， 国内缺乏质子治疗高端医疗装备，
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质子治疗装备及推动产

业化应用势在必行。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质子治疗系统研发团

队历经五年，依靠自主研发，先后突破部件研制、集成总
装、 系统联调测试等多项关键节点中的卡脖子技术，研
制出目前世界上最紧凑型超导回旋质子治疗系统加速
器并顺利引出 200MeV的质子束流， 实现了紧凑型超导
加速器技术的自主可控。 该加速器超导磁体电流密度达
到 140A/mm2，是国内外同类装置磁体水平的 3 倍；静电
电场达到 170kV/cm 国际最高应用水平；加速器实现 3.0
特斯拉最高场强；直径缩小 25%，仅 2.2 米，总重不超过
50吨。历经数月系统调试，成功实现治疗室束流引出，解
决了高精度束流传输与精准适形治疗兼容性难题，掌握

了高精准控制与精准定位技术。 研制成功首个国产化石
墨降能器， 可实现 70MeV 至 185MeV 能量高精度调节。
此外，完成国内首个超临界氦外冷却超导二极铁系统研
发和小型化超导旋转系统设计，大幅度降低研制和建造
成本。

近年来， 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依托合肥综合性国
家科学中心创新平台，成立合肥中科离子公司，开展国
产超导回旋质子治疗系统的自主研发及推动质子高端
医疗装备的产业化，将超导、磁体、低温等技术应用于
高端医疗装备产业， 加速推动了大科学工程衍生技术
在我省的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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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春季森林防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要求

确保春季森林防火安全
本报讯（记者 汤超）3 月 22 日，省

林业局召开全省林业系统春季森林防
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各级林业部门要
把森林防火工作作为当前各级林业部
门的大事、要事来抓，采取超常规措施，
层层传导压力，牢牢将各项防火措施压
紧压实、落地落细，确保春季森林防火
不出问题。

当前我省已经全面进入春季森
林防火关键期 ，风干物燥火险等级提
高 ，野外用火防控面临巨大压力 。 各
地要强化源头治理 ，进一步抓紧抓实
责任落实 、宣传教育 、火源管控 、隐患
排查等关键环节。 压实各级林长护林
责任 ，林业行业管理责任和森林经营

单位主体责任 ，形成闭环式火灾防控
责任链条 ，以县 、乡 、村和一线的林
区、山场为重点，加强网格化管理。 把
工作重点落实到 “防 ”字上来 ，组织基
层干部和护林员 ， 加强巡逻巡护 ，针
对自然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 、森林公
园 、国有林场 、国有苗圃等重点部位
全天候巡逻 ，把 “防火码 ”微信小程序
作为全面强化宣传教育和野外火源
管控的关键手段。

各地要突出抓好监测预警响应 ，
进一步完善火情的预判和火险形势
的研判 ，综合运用好监测手段 ，对火
情进行全天候监测， 确保春季森林防
火安全。

“大包干”开启农村改革序幕
本报讯 3 月 23 日 ， 光明日报

第 6 版推出整版报道 《“大包干 ”开
启农村改革序幕 》《“红手印 ” 见证
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 》 《寻迹小岗
过往 书写青春华章》，回顾了 1978
年凤阳县小岗村 18 户村民用按红
手印的方式 ，在全国率先推行 “大
包干 ”， 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
放时代巨幕。

40 多年来 ， 安徽从率先实行

“大包干 ”到土地确权颁证领到 “红
本本”， 从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再 到 农 村
的 “三变 ”
改革， 一次
次为改革探
索蹚路 ，始
终与家国命
运 同 频 共
振……

量子信息实验室施工收尾

全面开展农业种质资源普查

加快打造现代种业强省
本报讯 （通讯员 牛实）３ 月 ２３ 日

上午，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电视电话
会议结束后，副省长张曙光立即主持召
开会议，就做好我省农业种质资源普查
和保护利用工作作出部署。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打好种业翻身仗”重要指
示精神，把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作为扛稳
粮食安全、 建设种业强省的重要任务，
高标准完成农业种质资源普查工作，推
进我省现代种业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 要抓紧开展系统收集，

加快完善种质资源鉴定评价体系，切实
摸清农作物、畜禽、水产等资源底数。要
加快完善保护制度，优化分类分级保护
体系，加强专业性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场
（区、库、圃）建设，不断提升种质资源保
护能力。 要加强良种联合攻关，支持企
业加大优势特色种质资源开发利用，推
动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增强种业
综合竞争力。 要强化宣传引导，凝聚工
作合力，全面开创我省农业种质资源保
护与利用新局面，为打好种业翻身仗贡
献安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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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史力 通讯

员 王兵 刘佳颐）3 月 23 日是
第 61 个世界气象日，今年的主
题为 “海洋、 我们的气候和天
气”。 当天我省举办一系列活
动， 宣传气象知识和我省气象
建设成就， 帮助人们更加深入
地理解海洋、 气候和天气之间
不可分割的联系。

在芜湖， 主题为 《世纪风
云———安徽气象事业百年回顾
展》 的文化展览在市博物馆开
幕。 展览精选 80余件珍贵气象
藏品，展示近代以来安徽气象从
无到有、 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
在合肥等地，气象部门举办直播
讲座， 制作主题科普小视频，展
播世界气象日宣传片、 主题海
报， 大力宣传世界气象日主题，
通过气象法律案例解析，开展气
象法律法规和气象标准宣传。

海洋是地球气候系统的重
要成员， 是全球气候驱动机和
气候调节器，处于可持续发展、
应对气候变化和减少灾害风险
等全球发展目标的核心地位。
我省虽然属于内陆省份， 但海
洋对我省天气气候也有重要影
响， 主要体现在水汽输送、台
风、海温异常事件等。特别是台

风，在特定条件下也会给我省带来严重灾害。台
风也有有利的一面， 其在盛夏季节带来的充沛
雨水也可以使高温、干旱天气有所缓解。

“十三五”期间，我省地面气象观测站间距
由 7.8 公里加密至 6.8 公里，晴雨预报准确率稳
定在 90%左右，暴雨预警准确率达 85%，强对流
天气预警时间提前至 38 分钟，气象灾害预警信
息公众覆盖率达 91.2%。

山水画卷中的宏村

■ 本报记者 张理想

宏村，每当看到这两个字，脑海里就会浮现一幅画
面：弯弯的石桥横卧在平静的南湖上，撑着油纸伞的徽
州姑娘跨过桥上的青石台阶， 走进白墙黛瓦的烟雨小
巷……

3 月 18 日，春雨初歇，记者来到位于黄山市黟县东
北部的宏村。古村背倚黄山余脉羊栈岭、雷岗山，蒙蒙云
雾笼罩着苍翠的山巅，宛若仙境一般。 村前的南湖水平
如镜，湖边初萌新绿的枫杨、湖上静卧的石桥、湖对岸高
大的南湖书院和高低错落的民居， 一一倒映在湖面上，

好似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
宏村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取名“弘村”，清乾隆年

间因避皇帝讳改为“宏村”，取宏广发达之意，至今已有
800 多年的历史，为汪姓聚居之地，是全国首批历史文
化名村、全国 5A 级旅游景区。全村现保存明清时期古建
筑 138 幢，从承志堂巧夺天工的木雕，到德义堂精致紧
凑的园林，再到乐叙堂明代建筑的风姿，加上数百户白
墙黛瓦、鳞次栉比的古民居群，漫步村中青石小道，仿佛
走进一个古代建筑博物馆。

有了水，村落便有了灵气。 从村外弓形的南湖到村
中半月形的月沼， 再到连接家家户户九曲十弯的水圳，

让群峰脚下的山村颇似河沼遍布的水乡。别出心裁的水
系设计既为各家各户提供生活用水，同时也起到调节气
温和美化环境的作用。

据说，宏村的先人们在建设村落之初，采用“牛”形
布局，以雷岗山为牛头，村口的两株古树为牛角，月沼为
牛胃，南湖为牛肚，蜿蜒的水圳为牛肠，民居建筑为牛
身，4 座古桥为牛脚，称作“山为牛头树为角，桥为四蹄
屋为身”，形状惟妙惟肖，整个村落就像一头悠闲的水牛
静卧在青山绿水之中。

随着天气回暖，油菜花开，树木萌绿，扮靓古老的徽
州村落，宏村风景愈发迷人，迎来络绎不绝的团队游客。
“现在疫情防控形势持续稳定，游客出游意愿不断增强，
宏村、西递等著名景区游客接待量迅速提升。 ”黟县文化
旅游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 月至 2 月， 全县接待游
客 85.59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11.46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41.09%、95.58%， 预计今年旅游市场可以恢复至 2019
年的九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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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3 日，位于马鞍山市经开区的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厂房里，员工
在安装自主研发的新能源混凝土搅拌车电池集成箱。 近年来，该公司自主研发推
出 20 款新能源产品，覆盖牵引车、自卸车、搅拌车。 换电重卡在北京、山西、陕西、
河北等多地投入试验运行或商业运营。

本报通讯员 胡智慧 摄

我省高素质农民发展指数全国第一
累计培育新型农民 23.55万人， 结对

帮扶贫困户 2.3万户

本报讯（记者 史力）日前，农业农
村部科技教育司发布 《2020 年全国高
素质农民发展报告》， 我省该项考核指
数为 0.6259，位居全国第一。 截至目前
全省已培训新型农民 23.55 万人，形成
了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
的高素质农民队伍，为乡村振兴提供了
有力的人才支撑。

据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十三五”以来，我省完善政策措施，建
立了持续稳定的财政投入保障机制，基
本确立经营管理型、专业生产型、技能
服务型“三类协同”，以农广校、涉农院
校、农业推广机构为主体，农业科研院
所、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及社会培训
机构等广泛参与的多元化培训体系。建

立“农业科研+农技推广+农民培训”试
验示范实训基地，目前全省有全国示范
基地 8 个、省级示范基地 80 个。建立省
市县三级师资库。

围绕发展休闲旅游、农事体验、电
子商务等新产业新业态， 我省将电商
人才和休闲农业服务人员等列入培训
对象，去年累计培训电商人才 3300 多
人、休闲农业服务人员 2000 多人。 注
重增强扶贫带贫能力， 累计培训产业
扶贫带头人 4000 多人。 完善农民培训
与精准扶贫结合机制， 贫困地区的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和产业扶贫带
头人培训对象， 每人结对帮扶同产业
的贫困户 1 户以上， 累计结对帮扶贫
困户 2.3 万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