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大讯飞携手学习强国推出智能导诊平台
本报讯（记者 吴量亮）日前，“学习强

国”平台上线“强国医生”功能。 其中，科大
讯飞与“学习强国”联合推出 “讯飞健康”
智能导诊平台。

用户打开“学习强国”App，从“我的”页
面进入“强国医生”，也可以在健康频道下
的关注健康栏目找到“强国医生”。 打开“强
国医生”，点击“讯飞健康”，通过简单描述
自身症状，系统即可找到最适合的科室，让
每个人都拥有一个线上的“健康小助理”。

“讯飞健康”应用以语音交互为主，文字
交流为辅， 为打字不方便的患者提供了便

利。 其利用语音交互、自然语言理解、医学
认知智能与推理技术等，实现智能导诊、疾
病自查等功能的智能服务助理。 用户进入
智能导诊页面后， 可以将病症情况以文字
或语音的形式描述出来。 系统基于医疗问
诊数据，询问用户分诊症状的详细诱因、症
状性质等信息， 生成结构化病历。 除此之
外，该应用还兼顾疾病百科、健康宣教等功
能，对于疾病自查结果，用户可以查看疾病
的病因、常见症状、检验检查、预防、日常护
理等信息， 还可以自己选择查看特定疾病
的健康宣教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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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加快打造人水和谐美丽河湖的“安徽样本”———

用心呵护碧水清波

■ 本报记者 王弘毅

河长上阵巡河治乱———

池河沿岸变身优美风景区

春意盎然的 4 月，漫步在明光市池
河沿岸九道湾公园， 一河碧水静静流
淌，清澈的水面倒映着蓝天白云，不远
处是放风筝的市民和嬉戏的孩子……

池河是明光的母亲河，流经明光境
内 75 公里。过去，每遇大雨，水流不畅，
常现水患。 通过近年来的持续治理，尤
其是河湖长制度的深入推进，池河沿岸
成为当地居民踏春游玩的首选地。

河长是池河的 “生态守护者 ”。
2017 年 5 月， 明光市印发全面推行河
长制工作方案， 实行按河道级别和河
道所在地相结合的多级河长制， 覆盖
全市范围内流域面积 50 平方公里以
上的河道和水面面积 1 平方公里以上
的湖泊，实现河湖长组织体系全覆盖。

以池河为例， 当地设置了市级河
长 1 名、 镇级河长 5 名、 村级河长 11
名，去年累计巡河 321 次。

一批“民间河长”也齐上阵，当起
了水环境保护的“啄木鸟”。 明光市聘
任了 142 名“民间河长”，其中贫困户
43 名。 民间河长配合市河长办做好区
域内河道的日常巡查、 水环境保护的
监督工作，发现河道垃圾及时捡拾，对
于违章建筑、非法采砂、非法捕鱼等问
题及时上报上级河长。

“保护水环境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正在池河沿岸巡河的明光市明南街道

民族村脱贫户马万兵说。他每月按时巡
河，一发现非法捕鱼、盗采河砂、砍伐树
木等情况，立即向街道办报告。

既要巡河，又要治乱。长期以来，违
规采砂、捕鱼及违法耕种等行为破坏了
池河周边环境，该市予以全面清理。

据明光市水务局局长、市河长办主
任高兴保介绍，该市持续开展河道“清
四乱”专项行动，加强执法监管与巡查，
打击违规采砂、捕鱼、违法耕种等各类
违法行为。 目前，池河翘嘴鲌国家水产
保护区禁捕和补偿工作已完成，44 户
153名渔民全部上岸，45艘渔船全部退
船，1730公顷水域全面禁捕。 实行巡查
以来，共查处涉渔案件 12 起，罚款 2.5
万余元，达到“证注销、船收回、网销毁、
人安置、有保障、无盗捕”的目标。

“近年来，我们坚持整治池河沿岸
‘脏 、乱 、差 ’现象 ，精心打造 ‘玉棠春
暖、江天秋色、疏影梅香、接天碧莲、池
河春晓、蒹葭苍苍’六景。 去年 12 月，
池河通过省级验收， 建成省级示范河
湖。 ”高兴保说。

河长制从“有名”到“有实”———
治了河湖美了环境富了百姓

面对河湖多、线面广、管理难的江
南地区， 河湖水环境保护起来难度不
小 。 芜湖市湾沚区共有大小河流 20
条，河道总长 280 公里，是典型的江南
水网圩区。 要治理好这么大一片水域，
必须建立健全三级河湖长组织体系，
发挥好“人”的关键作用。

三级河湖长大巡查。 据该区河长办
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区已上岗 205 名区
镇村三级河湖长，及时解决河湖管护突
出问题。 近年来，累计巡查 13312人次，
解决各类河湖问题 1521个。 除“官方河
长”外，还积极发动社会力量，通过自愿
申报与集体推荐相结合的方式招募熟

悉河道、热心公益事业的居民、企业家、
志愿者加入到“民间河长”“企业河长”行
列，积极履行治水护水的巡查员、宣传
员、参谋员、联络员、示范员职责，着力解
决了管水护水“最后一公里”问题，有力
推动河长制从“有名”到“有实”。

在治理中，湾沚区致力于做好“大
与小”的文章。 比如，支流及农村小微
水体水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到干流水
质的好坏。 湾沚区在治理中既聚焦河
流的“主动脉”，又关注“毛细血管”。

该区在农村地区的沟渠湖塘等小
微水体上下功夫， 对全区所有大小水
体一并纳入河长制管理， 对 958 处较
大的水体设置管护人员， 给予管护补
助，落实落细小微水体治理责任，明确
了管护责任， 设置了小微水体公示牌
和管护制度公示牌。 目前，日常巡查、
问题报告处理已成为常态化。

保护了河湖，改善了环境，富裕了
一方。湾沚区把河长制工作、生态大保护
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在保护
河湖的同时，发展乡村旅游、水生产业
等，促进了群众增收，践行了“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该区六郎镇官巷村
以河长制工作推进为抓手，对村内水系
进行生态治理，发展乡村旅游，年人均收
入达 3.8万元；陶辛镇依托圩内水系，调
整种植结构，改种荷花、莲子等，发展荷
产业，亩均增收 3000元，陶辛水韵水利
风景区已跻身国家水利风景区，年收入
近 5000万元。去年 10月，生态环境部命
名湾沚区为第四批全国“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创新机制落实长效管护———
让河长湖长更好地履职尽责

河长、 湖长是水环境的守护者和
责任人。 如何让河长湖长更好地依法
履职尽责？ 省水利厅河长制工作处负

责人龙斌表示， 我省将进一步坚持问
题导向， 加强体制机制建设， 促进河
长、湖长“种好责任田”。

据龙斌介绍，去年以来，我省积极
落实“点对点、长对长”河长督办责任
制，将河湖问题直接向总河长、责任河
（湖）长交办，总河长抓同级河（湖）长、
上级河 （湖 ）长抓下级河 （湖 ）长 、河
（湖）长抓责任部门，盯紧问题现场督
办，压紧各方责任。 长江、淮河分别由
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河长，
地方党委、 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分别担
任相应河段河长，组织体系全面增强。

“聚焦长效管护，持续推进制度机
制创新，才能真正推进河湖长由‘制’
到‘治’。 ”龙斌认为。

“河（湖）长+”，就是制度的创新，发
挥了协同治理的强大合力。去年，省河长
办和省检察院联合出台了《关于协同推
进“河（湖）长+检察长”工作机制的意
见》，沿江各市县已经构建“河（湖）长+检
察长”协作机制。共设立生态检察官 314
名，发送涉河湖检察建议书 717份，推动
解决了一大批河湖难题。 全面推行河湖
警长制，设立河湖警长 3450名，对违法
侵害河湖行为形成严打高压态势。

在问题整治方面， 一批乱象得以
整治。 截至目前，全省共清理非法占用
河道岸线 506.53 公里、 清理非法采砂
点 87 处 、拆解取缔 “三无 ”采砂船只
383 艘、清除河湖垃圾 2.73 万吨、拆除
违章建房 3.57 万平方米、 清除非法网
箱养殖 11.4 万平方米， 特别是大批侵
占河湖的构筑物得到清除， 江河湖库
空间更加完整，在战胜 2020 年严重洪
涝灾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龙斌表示，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聚
焦制度落实、问题整治、系统治理和长
效管护，推深做实河（湖）长制，加快打
造人水和谐美丽河湖的 “安徽样本”，
重现“一江碧水向东流”胜景。

■ 本报记者 洪放

近日，记者走进岳西县温泉镇资福村，
村口不远处一座高大伟岸的雕像吸引着来
往行人的目光。 这是中共安徽省委首任书
记王步文一家三口的雕塑，雕塑下方“薪火
相传”4 个字分外醒目。

离开雕像，步行不到两分钟，小丘环抱
下一座土黄色的老式民居映入眼帘，这里便
是王步文故居。 这位革命先烈在短短 33 年
人生中历经风雨、饱受磨难，却矢志不渝投
身革命，用碧血丹心谱写了一曲红色赞歌。

年少立志誓救国

王步文 1898 年出生于潜山县衙前区
资福寺（今岳西县温泉镇资福村）一个书香
门第，自幼读私塾。 1917 年在衙前粹新高
等小学读书时，他开始接触《新青年》等进
步书刊，并组织了以团结同学、砥砺学业为
宗旨的“乐群会”，经常与同学切磋学业，纵
论国事。 1918 年春，眼见许多贫困学生因
学校擅增学杂费而辍学，王步文便带领“乐
群会”的同学与校长说理并进行斗争，最终
校长被迫辞职， 贫寒学生得以返校继续读
书，但王步文因此被校方开除。

同年秋，王步文到安庆求学。 在这里，
他进一步接触进步思想， 树立了以改造社
会为己任的远大志向。在一篇题为《中国今
日大病之安在》的作文中，他慷慨激昂地抒
发了自己的抱负：“和民众团结起来， 赶走
帝国主义， 打倒军阀， 挽救危若卵石的中
国”，同时表明自己坚韧不拔的决心，“予决
不以一败而心冷，再败而心灰，终必达其志
而后已。 ”

1919 年，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
消息传到安庆，王步文激动不已。 他积极
联络青年学生 ，组织罢课 、游行示威等活
动声援正义。 因在斗争中表现出的坚决、
勇敢与非凡的组织才能，王步文先后被选
为安庆学生联合会委员、安徽省学生联合
会副会长，成为安徽省早期学生运动领导
人之一。

点燃星火促燎原

“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王步文，深刻认
识到只有点燃新思想的火花， 才能为革命
播下不熄的火种。 ”岳西县委党史和地方志
研究室副主任汪子彬介绍，五四运动后，王
步文和同学一道创办了 《黎明周刊》《安庆
学生》和《洪流》等秘密刊物，宣传新思想、
新文化。

1921 年 4 月，王步文等发起成立了安
徽省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在他的
领导下， 安庆广大青年学生和先进的知识

分子先后开展了抵制日货、“六二学潮”、驱
逐省长李兆珍等斗争， 有力推动了安徽青
年运动的发展。

1923 年， 王步文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
年， 积极参与筹建安徽早期党组织———中
共安庆支部。 随后，包括组织党团员学习革
命理论、 开办工人夜校等党的各项工作在
安庆如火如荼地展开。

1924 年，因局势恶化，党员被迫转移，
中共安庆支部的活动暂时中断。 在此情况
下，王步文进入上海大学社会系学习，同时
组织安徽学生驻沪办事处， 并根据党中央
的指示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他走到哪，革命的活动就开展到哪，
红色的星火就传到哪。 ”汪子彬指着故居内
的展板说，即使 1925 年远渡重洋赴日本留
学， 王步文仍然在旅日进步青年学生和华
侨中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 并与在日
本的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斗争。

英勇献身励后人

1927 年， 回国后的王步文先在上海中
共中央组织部工作， 同时任国民党上海特
别市党部组织部长， 后又任上海总工会青
年部长。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后， 王步文任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委员
兼中共怀宁县临委书记。 同年底，返回家乡
开展革命活动的王步文为营救被国民党反
动派逮捕的两位党内同志， 领导了梅城暴
动。 尽管暴动因叛徒告密而失败，却就此点
燃了皖西、 皖西南地区通过武装斗争反对
国民党反动派的星星之火。

1931 年 2 月， 中共安徽省委在芜湖正
式成立， 王步文任省委代理书记兼宣传委
员。 3 月，成为中共安徽省委首任书记。

正当各项工作顺利开展之时，1931 年
4 月 6 日因叛徒出卖，王步文在芜湖柳春园
被捕， 并被押送至安庆饮马塘监狱。 被押
时， 反动当局以高官厚禄相许， 他不为所
动；施用各种酷刑逼供，他坚贞不屈。 5 月
31 日，敌人无奈之下对他下了毒手，王步文
于安庆就义，时年 33 岁。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 “先烈们用鲜血
和生命为我们换来了美好生活。 身处和平
年代， 我们不仅要珍惜当下所拥有的幸福
生活，更应该时刻铭记他们不朽的精神。 ”
如今担任王步文故居管理员的余海霞正是
王步文的后人，十多年来，她默默守护着故
居， 为每一位参观故居的游客讲述先辈走
过的红色之路。

多年来， 前来王步文故居瞻仰革命先
烈的参观者络绎不绝， 故居也被列为安徽
省党员干部党史教育基地、 省级廉政教育
基地、安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岳西县青
少年红色教育基地等。

·红色记忆

王步文：

碧血丹心耀江淮

·新闻热评·

国家安全 有你有我

茛 4月 13日，滁州市南谯区乌衣
镇综治中心、司法所等在锦绣湖社
区开展“国家安全 有你有我”主题
宣传。

本报通讯员 董超 白杨 摄

荩 4月 13 日， 在第六个全民国
家安全教育日来临之际， 合肥市
五里墩司法所联合凤凰城小学，
邀请省国防教育讲师团讲师，以
“怀强军情缘，传红色基因”为主
题，给学生们上国防教育课。

本报记者 姚林 本报通讯员

杨晓虎 摄

荩 4 月 13 日，合肥蜀山区疾控中
心工作人员向市民进行生物安全

普法宣传。 当日，西园街道开展全
民国家安全教育进社区活动，在强
化法治宣传的同时 ， 加强国土安
全、文化安全等教育。

本报记者 范柏文 摄

警惕穿“马甲”的“文山会海”
梁建强

精简会议、压缩发文、减少督导……
响应中央要求，近年来，各地着力推进
减负举措，曾长期困扰基层的“文山会
海”“督导泛滥”等问题有所缓解。 然而，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部分地方仍有“暗
度陈仓”“暗中加码”的问题，侵蚀基层
减负成果。

有的地方，“文山”依旧在，几度夕
阳红。 减负只是减少了“穿正装”的文

件，多了更多“套马甲”的通知。 一些
原本需要走办公系统 ， 或是加上红
头的文件 ， 摇身一变 ， 成了不加文
号 、去了红头的 “工作函 ”。 有的地
方 ，则是以电话通知 、口头指示 、纸
质材料变电子消息等方式 ， 代替下
发文件。 如此一来，文件数量确有明
显减轻 ， 但基层干部的工作任务并
未减少，甚至不减反增。 这显然偏离

了减负的要求。
有的地方搞 “上有政策、 下有对

策”， 要求控制会议数量， 我就增加时
长，1个小时的会可以拉长为一上午或
者一整天；要求压减督导检查，我就“调
研”“考察”。如此换汤不换药，基层负担
并未减轻。

搞变通、玩花样，穿上“马甲”的“文
山会海”更值得警惕。 减负工作流于形

式，不仅无法落实“减”的要求，还“负”
了基层的期待。 如此减负的背后，是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痼疾作祟。 减不了的
文件、开不完的会议，折射出一些干部
政绩观、 责任观的错位———不担责、怕
追责、向下推责，把“开会”当作“重视”，
把“传达”当作“落实”。由此，只管布置，
不管执行；只提要求，不抓落实，负担就
只会层层下压。

减负，重在落实，也难在落实。要防
止老问题复燃、新问题萌发，就得摆脱
空泛的“数字减负”和“口头减负”，多听
听基层干部群众的真实心声，措施奔着
问题去，才能把责任落到实处。

岳西县温泉镇资福村王步文故居里，参观者络绎不绝。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