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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自立 创造幸福
■ 本报记者 刘洋

本报通讯员 方盼亮

近日，记者走进铜陵市郊区老洲镇
源潭村程洋家的果园，看到当地有名的
致富能手程洋正带着工人补栽果苗、修
建篱笆。 “小龙虾养殖每年约有 15 万元
的稳定收入， 今年收入大头是果树，收
成好的话能有 50 万元。 ”他说。 看着眼
前绿意萌发、生机勃勃的果园，程洋满
心欢喜。

可是几年前，程洋一家还在过着窘
迫的生活。 2005 年，他遭遇车祸，从此

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原本靠他在外打
工维持生计的家庭失去了主要收入来
源。 他在家休养了两三年后，不得不又
踏上外出打工的道路。

“我文化水平低 ，身体又不好 ，很
多事情干不了。 在外打工好几年，不仅
没赚到钱 ， 自己的身体也越来越差
了。 ”程洋说。 2017 年，他回到家乡，作
为贫困户， 在政策的扶持下他的家庭
生活有了基本保障。 “我觉得自己有手
有脚，不能光靠着政策补助生活。 看到
村里有人养殖小龙虾效益不错， 我也
想干。 ”程洋说。

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村干部时 ，
村干部和驻村扶贫工作队的同志不仅
鼓励他， 还积极支持他去外地学习小
龙虾养殖技术， 联系附近的养殖能人
为他指导， 并帮助他申请了 5 万元扶
贫小额信贷、流转了 10 亩土地。 小龙
虾养殖基地建起来后，投放虾苗、管护
水塘、捕捞售卖，程洋一门心思扑在上
面， 晚上闲暇时间拿着书本如饥似渴
地学习养殖技术， 逐渐摸索出一套小
龙虾养殖方法。 年底小龙虾收入近 16
万元。 “比我在外打工那几年加一起的
工资还要高，我家当年就脱贫了。 ”程

洋说。
2018 年， 他调查发现果树种植也

有良好的市场效益 ，在村 “两委 ”和驻
村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流转了 30 余
亩土地栽种黄桃， 建起了提子园和梨
园。 几年来，他边干边学，果园被打理
得井井有条，还吸收 10 多名当地群众
在园里务工。

“脱贫致富一定不能等靠要，幸福
日子一定是双手创造出来的。 ”如今，程
洋越干越有劲，他鼓励乡亲们和他一起
发展特色种养业，积极为有需要的人提
供种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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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周玮 袁晟）中国
歌剧舞剧院携手
北京市演出有限
责任公司等启动
“为人民起舞 ”艺
术周， 从 2021 年
7 月到 2022 年 4
月， 舞剧 《李白》
《昭君 出 塞 》 《孔
子》 将在北京、上
海、郑州、青岛、济
南 、天津 、沈阳等
20 个城市巡演。

据介绍 ，“为
人民起舞”以舞剧
演 出 为 核 心 ，由
“舞之 魂 ” “舞 之
道 ”“舞之梦 ”“舞
之爱”四大板块构
成，就地开展丰富
多样的线上线下
文化系列活动。

“舞之魂”由
舞剧 《李白 》《孔

子》《昭君出塞》组成，精选中国歌剧舞剧
院优秀传统文化主题舞剧， 大力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 滋养新时代美好生活。 其
中，《孔子》《李白》 将带乐队进行全国巡
演，采用交响乐团现场演奏，让观众在家
门口体味现场艺术演出带来的震撼。

4 月 18 日，六安市金安区张家店战斗纪念馆，游客通过光电沙盘了解刘邓大军
千里挺进大别山的史诗壮举。近年来，该市不断加大革命文物的保护力度，修缮和提
升一批红色旅游景区，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了解党史，接受传统教育。

本报记者 许昊 摄

森林公园“四季花海”醉游人
■ 本报记者 柏松

“有了旅游年票 ，可以全年无限次
畅游八公山 ，畅游四季花海 ！ ”家住淮
南市田家庵区的王惠女士日前来到八
公山风景区 ，在这里尽情观赏 20 万株

郁金香。
近年来 ， 淮南市八公山区加快历

史文化旅游区建设 ， 依托八公山国家
森林公园的自然资源和文化底蕴 ，投
资 1.2 亿元资金在主景区打造 “四季花
海 ”，进行花卉种植 、小品建设 ，郁金

香 、百合 、芝樱 、牡丹 、玫瑰 、八仙花等
具有景观效果的名贵花卉 ， 吸引了全
省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 春日里，这里
已成为花海世界 ， 步步有景 、 步步有
花 ，人在景中 ，景在花中 ，令人赏心悦
目，流连忘返。 “遍地都是绽放的鲜花，

空气 中 弥 漫 着 一 股 朝 气 与 生 命 的 力
量 ，犹如一个花的海洋 ，非常适合全家
一起去游玩观赏 。 ”4 月 11 日 ，合肥市
民周海燕一家利用周末时间 ， 畅游在
姹紫嫣红的郁金香花海里 ， 尽情享受
春的气息。

除了郁金香 ， 景区内 3 万余株百
合 、8000 余株牡丹 、10 万余株玫瑰 、10
万余株芝樱、16 万余株八仙花， 将随着
季节的更替陆续盛开……以花之名，相
约八公山，风和日丽、万花盛开的季节，
“四季花海”给人们留下最美的回忆。

铜陵举办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
本报讯 （记者 刘洋 通讯员 方文

婷）日前，铜陵市举办高校毕业生春季专
场招聘会， 铜陵学院及铜陵职业技术学
院、安工学院、铜陵技师学院 2021 届高
校毕业生近 500 人进场参会。

本场招聘会共组织 104 家用工单位
参会，提供就业岗位约 2900 个，涵盖互联
网、制造业、地产、建筑等 10多个行业。 招

聘会开展就业创业和技能培训政策宣传，
邀请省“启明星”就业指导专家团成员为
高校毕业生开展就业指导讲座。

此次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招聘会是
铜陵市人社部门组织开展的 “我为群众
办实事”系列招聘服务活动内容之一，此
前铜陵市人社部门还组织开展了就业困
难人员专场招聘会。

灵璧创新开展“送戏进万村”活动
本报讯 （记者 何雪峰 通讯员 许

聪） 灵璧县创新方式推进实施 2021 年
“送戏进万村”活动，为全县群众送上丰
盛的“文化大餐”。

在 2021 年“送戏进万村”活动中，灵
璧县推动“送文化”与“植文化”的有效结
合，让“送戏进万村”演出和群众自排、自
导、自演的节目同台展示。演出团体每到
一个乡镇，选择 2 个基础条件好、文化氛
围浓的村进行示范演出， 让村里文艺宣
传队和文艺爱好者同台演出，让广场舞、
大鼓、琴书、歌曲等老百姓拿手的节目尽

情上演，提高农民群众参与演出、观看演
出的积极性。

该县针对农村生产生活实际， 结合
农村群众的观赏习惯，合理安排时间，尽
可能选择村级文化活动广场等群众聚集
的地方。 在演出内容上， 杜绝 “老调重
弹”，戏曲类演出，以 2019 年以来新创的
反映现实题材的优秀剧目为主； 综艺类
节目以 2019 年以来创作编排的以弘扬
时代主旋律、群众喜闻乐见、反映改革和
经济社会发展的题材为主。

4月 18 日， 嘉兴国际网球中心，长
三角三省一市网球交流赛在进行中。 4
月 17 日 ， 由长三角网球发展联盟主
办 ，浙江省网球协会 、嘉兴市体育总会
承办的长三角网球发展联盟 “红色之
旅 ”在嘉兴启动 。 当日活动为 “红色之
旅”第一站 ，随后还将转战江苏 、安徽 、
上海，完成一个赛季共计 4 站比赛。

本报记者 范柏文 摄

长三角网球
交流赛举行

4 月 18 日，合肥蜀山经济开发区社会事务局联合悦·书房山麓书院，在四季花海公园开展“春风化雨·阅动生活”全民阅
读月活动，30 组亲子家庭的孩子与家长们专注阅读，流连忘返，沉浸于花香、书香之中。 活动旨在进一步推进“书香蜀经开”建
设，落实文化惠民民生工程项目，增强群众精神获得感。 本报记者 温沁 摄

品味书香

莫让“名校”学区房
坑了楼市害了教育

张 建

近期，在一些地方，“名
校” 成了新城区土地出让、
招商引资的工具———在土
地出让之前，公布附近学校
建设的消息，吸引地产商和
消费者。 “除了学校，没啥配
套”“名校冠名，一挂就灵”等乱象层出不
穷。对此，有关方面应有所警惕，莫让“名
校”学区房坑了楼市害了教育。

首先，新城区批量复制的“名校”，不
少只是名校冠个名———很多一线教师都
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几乎没有任何教学
经验。某大学教育集团负责进行管理、运
营和资源服务的学校已达 80 多所，分布
在全国 20 余个省份。 如此庞大的布局，
其教学是否过硬也不禁让人打个问号。

这类 “名校 ”抬升了土地 、楼盘价
格 ，但对教育丝毫没有贡献 ，也影响了
好学校的声誉 。 而如果是真的把高质

量 教 学 资 源 抽 调 到 新 学
校 ， 老校的教学质量如何
保证 ？ 教育自有其发展规
律 ，盲目 、无序扩张 ，到头
来只会害了教育。

再看这种发展模式，虽
然能带来卖地收入迅速增长、 追逐 “名
校”的人口流入、房地产市场短期繁荣等
利益，但如果缺乏产业支撑，一旦“名校”
光环褪去， 剩下的就是难卖的楼盘和贬
值的房产，最后埋单的恐怕还是百姓。这
样的发展难以为继， 透支的是整个城市
的未来。

有关地方要把精力放在抓实经济发
展上，加大义务教育投入力度，加快落实
义务教育阶段教师轮岗交流常态化、机
制化。这样，楼市、教育才能互相促进，良
性发展。

八成早期胃癌无明显症状

高危人群要积极进行胃镜筛查
本报讯 （记者 朱琳琳 通讯员 叶

飞）根据中国国家癌症中心统计数据，我
国胃癌的发病率位列所有肿瘤发病率的
第 2 位， 死亡率在所有恶性肿瘤中排名
第 3 位。 中国科大附一院 （安徽省立医
院）消化内科主任张开光介绍，80%的早
期胃癌没有明显症状， 即使有症状也是
一些非典型症状，如食欲不振、腹部不适
等，很难引起重视。 胃癌越早发现、及时
治疗，效果越好。

“胃癌的预后与诊治时机密切相
关， 早期胃癌预后良好 ，5 年生存率可
达 84%—99%，而进展期胃癌即使接受
外科手术，5 年生存率也低于 30%。 ”张
开光说。

专家介绍，当前“胃镜+病理”是诊断
早期胃癌的“金标准”。 在我国尚未开展
胃镜普查的情况下， 对胃癌高危人群进
行胃镜筛查是目前提高早期胃癌诊断率
的重要手段。

年龄在 40 岁以上加上以下 5 条中
的任意一条,就属于胃癌的高危人群。 一
是胃癌高发地区人群， 分布在辽宁省庄
河县、福建省长乐县、山东省临朐县、安

徽省肥西县和庐江县等， 主要因为这些
地区人们喜欢吃腌制类食物， 如： 咸猪
肉、腌鱼干、咸菜；二是幽门螺杆菌感染
者、既往患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患者；
三是患有胃癌前疾病、 既往患有慢性萎
缩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手术后残胃、
肥厚性胃炎、恶性贫血等胃癌前疾病；四
是胃癌患者一级亲属，父母、子女、兄弟
姐妹均属于一级亲属； 五是存在胃癌其
他高危因素：高盐、腌制饮食、吸烟、重度
饮酒等。

“以前，外科手术是早期胃癌的首选
治疗方式，但随着内镜技术的进展，目前
内镜下微创治疗———内镜下粘膜剥离术
（ESD 术）已经成为早期胃癌的标准治疗
方式。 ”张开光表示，因为 ESD 术具有创
伤小、恢复快、住院时间短、治疗费用低、
术后生活质量高等优点，但 ESD 治疗有
它的适应症， 不是所有的早期胃癌都适
合做 ESD 治疗。

张开光提醒 ， 高危人群要积极进
行胃镜筛查 ，早发现 、早治疗是提高胃
癌治疗效果 、 改善术后生活质量的重
要手段。

志愿服务 守护涡河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近日， 亳州市民王双喜收到生态环
境部宣教中心“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
系列丛书，书中收录了他保护涡河、组织
志愿者发起“护卫母亲河”行动的事迹。
他先后获得全国第八届 “母亲河奖”、绿
色卫士奖、 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 “四个
100”先进典型、全国最佳公益标兵、全国
最美生态环保志愿者等荣誉称号。

1980 年出生的王双喜， 在涡河岸
边长大。 成年后忙于工作，他渐渐忽视

了涡河， 直到一天清晨到涡河岸边晨
练，发现垃圾遍地、河水发臭。 从 2009
年 5 月起， 他一边晨练一边捡拾垃圾。
2013 年，成立了户外运动俱乐部，号召
喜欢户外运动的人，加入到保护涡河的
队伍中。

“我一个人能捡多少垃圾？ 大家一
起，一定能让‘母亲河’涡河变回过去美
丽的样子。 ”王双喜说。

王双喜发起的 “健身+公益+环保”
模式，吸引了一批户外运动爱好者。 每
到周末，徒步爱好者们在花戏楼广场集

合， 一起沿涡河边徒步边捡拾垃圾，还
当起河道美容师，用竹竿、网兜打捞河
里的塑料盒、塑料瓶、枯枝烂叶等，有时
还租船去涡河中清除杂草和漂浮物。

“一开始大家觉得好玩，能在健身
的同时为环保做些事，非常有意义。 后
来大家都变成了环保志愿者，徒步倒不
是为了旅行。 ”一位常参加徒步捡拾垃
圾的志愿者说。 2017 年，王双喜在民政
部门注册成立谯城区青年志愿者协会，
拥有 117 名固定会员。 “大多是从户外
运动俱乐部转过来的，大家都愿意为保

护涡河做点事，每次活动时，周边群众
也会参与进来，一起加入到涡河环保行
动中。 ”王双喜说，现在协会成员已发展
到 697 人，开展护卫“母亲河”活动千余
次，直接参与约 10 万人次。 这几年，王
双喜和协会的志愿者们，在涡河两岸徒
步累计 1.3 万多千米。

除了徒步捡拾垃圾，王双喜组织亳
州市谯城区青年志愿者协会联合市户
外运动协会等多家社会组织，连续多年
开展环保系列活动，让生态文明理念更
加深入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