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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创业种果树 领着乡亲奔小康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武清海

枝头开满淡黄色的小花，成群蜜蜂花
间翻飞授粉，果农们正在疏花作业……这
是 5 月 5 日记者在亳州市谯城区牛集镇
猕猴桃种植园里看到的情景。

“立夏后，猕猴桃长势明显加快，多
余的花必须及时疏除 ， 不然会影响果
品。 ”猕猴桃种植园的主人王伟介绍，在
皖北种植猕猴桃关键靠管理， 要及时疏

蕾疏花，几天之后还要疏果，否则会导致
树体营养不良、果实品质下降。

１０ 年前，王伟和妻子齐红先后在淮
北和温州辗转打工，收入甚微。 2015 年
春节， 王伟回家时看到家乡正热火朝天
地开展脱贫攻坚， 他有了返乡创业的想
法，便和妻子商量，趁着年轻在家乡干一
番事业。

王伟通过网络查询和到南方实地察
看，走访本地城乡超市果蔬市场行情后，
他瞄准了红心猕猴桃种植业， 决心由此

闯出一条致富路。 于是，他流转土地，精
耕细作，选购树苗，搭建棚架，栽植果苗，
很快试验种植了 12 亩红心猕猴桃，并在
地头建了一个简易的屋舍，吃住在这里，
精心呵护着每一棵“摇钱树”。

为了科学有效利用土地资源， 王伟
在树行里种植了甘蔗。 随着树冠和根系
的扩展， 去年他在果树下套种中药材白
术和紫丹参，实现了一地多收。成功发展
起来的这片猕猴桃园， 为他致富奔小康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去年，猕猴桃树进

入旺果期，亩产值 7000 元以上，再加上
林下种植的中药材收入， 一亩地收入超
过 1 万元。 ”王伟说。

敢闯敢干的王伟返乡创业成功，拓展
了传统农村发展思路。 为当地乡村振兴带
来了积极影响。 在他的感召下，近年来，当
地依托地域优势和丰富的生态资源，大力
发展现代农业水果产业，村民们积极引进
发展猕猴桃、火龙果、恐龙蛋杏李等优质
特色果品种植，促进绿色发展，带动贫困
人口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多亏了王伟这
孩子，看我家困难，让我到他园里干活。 我
在这里薅草、掰杈、疏果、施肥、浇水，每天
有 60 元工资，中午还管饭呢。 ”在果园里
务工的 60多岁脱贫户王晓芳说。

“我打算秋后扩大种植规模，采取‘合
作社+电商+农户’的经营模式，逐步进行
深加工，做大做强猕猴桃产业，带动更多
农户一起走上致富路。 ”王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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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7 日， 在合肥市滨湖医院，
市民在有序接种新冠疫苗。为满足接
种需要，该院开放 20 个接种台，日接
种量 3000 人次以上。

连日来，我省继续加快疫苗接种
工作，分行业、分区域、分阶段做好目
标人群精准摸排，加强精准分配和动
态调配，强化疫苗全流程管控，做到
应种尽种、有序接种、安全接种，确保
免疫屏障构筑到位。

本报记者 程兆 摄

新冠疫苗
应种尽种

安庆今年培训新型职业农民4910人

本报讯（见习记者 陈成）日前 ，安
庆市出台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实施方案，
明确今年计划培训新型职业农民 4910
人，其中经营管理型 2900 人、专业生产
型 800 人、技能服务型 1210 人，培训合
格率要达到 90％以上。

安庆市农业农村局、安庆市财政局
日前联合印发 《安庆市 2021 年新型职
业农民培训实施方案》，该方案明确，年
满 16 周岁， 正在从事或有意愿从事农
业生产、经营、服务的务农农民和返乡
入乡创新创业者，均可参加培训对象遴

选。 主要开展经营管理型、专业生产型
和技能服务型人员培训。 经营管理型主
要培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创新
创业带头人、产业发展带头人的品牌创
建、市场营销、企业管理等知识。 专业生
产型主要对直接从事种植、养殖和农产
品加工的农业劳动者进行新品种、新技
术、新成果的推广应用培训。 技能服务
型主要培训农业专业技术服务人员。 培
训采用系统知识培训与跟踪指导服务
相结合、线上线下培训相结合、本地培
训与异地培训相结合等方法开展。

淮北加强维权保障农民工劳有所获

本报讯 （记者 丁贤飞 通讯员 王

陈陈）近日，经淮北市清欠办工作人员
多次协调，35 名水电工与某施工单位
达成协议，按照考勤及完成的工作量支
付农民工工资约 40 万元。今年以来，淮
北市加大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清欠工
作力度， 以实际行动践行为百姓办实
事、办好事。 截至目前，共为 1211 位农
民工解决拖欠工资 3030 万元。

淮北市建设领域农民工约 9 万人。
为预防工程款及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
的发生，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人
社局组建清欠办公室，常态化开展建设
领域清欠工作，力求将拖欠矛盾化解在
基层、化解在平时。

今年以来， 该市采取现场检查和约

谈方式对全市在建项目开展检查， 检查
内容包括施工总包单位是否按月足额支
付工资、监管账户开设、监管平台运行、
工资保证金制度执行、维权告示牌设立、
分包企业委托总包企业代发工资、 建设
单位按时足额向监管账户拨付工程款等
情况。市清欠办对发现的 15个隐患项目
进行调查、分析、求证，找出原因，有针对
性地开展整治工作。 对因建设单位资金
不到位导致欠薪问题发生的， 要求补齐
所欠工程款； 对因工程款脱离监管导致
欠薪问题发生的， 向建设单位下发整改
通知书， 要求立即向监管账户转回应汇
入的工程款； 对因施工单位管理混乱致
欠薪问题发生的， 要求施工总承包单位
先行垫付所欠的农民工工资。

树木倒伏封家门
民警救援排险情

■ 本报记者 洪放

本报通讯员 孙春旺

5 月 10 日下午 5 时许， 宿松县佐
坝乡王岭村遭遇持续强风暴雨袭击，该
村王岭组村民吴某在家中被刮倒的树
木砸伤，院门被树木封住，一家人被困。

辖区佐坝派出所接到吴某的电话
求助后， 迅速组织民警冒着瓢泼大雨
赶到现场， 发现吴某家院内及家门口
被七八棵倒伏的树木封住，无法进入，
架设在院内的铁棚被树木压扁， 年过
六旬的吴某和妻子被困在家里。 民警
大声呼喊与吴某取得联系， 了解吴某
和妻子被困的准确位置及受伤情况 。

副所长方宇立即组织救援， 民警张鑫
及辅警石明翻墙施救。 在张鑫的协助
下， 石明徒手成功翻过吴某家一人多
高的院墙进入院内。 找到吴某后，他用
双手将吴某托举至院墙上， 张鑫再将
吴某从墙上接下并抱至安全区域 ，随
即驱车送到乡卫生院。 现场施救的其
他民警辅警在村干部和村民协助下 ，
利用柴刀、锯子等工具，对倒压在院内
及院门口的树木进行破拆搬离。 经过
40 多分钟的奋战，险情被排除。

据吴某回忆，突刮大风和下暴雨时，
他正在院内收拾物品， 没等他赶到屋内
避雨， 在院外的大树突然被大风刮倒在
院内，他的头部和手臂被树枝划伤。

·社会广角·

谯城区获授“全国门球十强县（区）”
本报讯 （记者 张理想 通讯员 戴

明）近日，“美丽中国·全国门球大赛”总
决赛在河南省新安县落幕，亳州谯城区
门球代表队获得优异成绩， 该区荣获
“全国门球十强县（区）”称号。

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中国门球
协会联合主办的本次大赛 ，以 “体育+
旅游”为主题，以县（区）级单位为主要
参与主体，采取“分站赛+总决赛”的比
赛形式。来自全国 20 个省市 85 支代表
队的 500 多名选手参赛 ， 经过激烈角

逐， 最终排名前三的单位被授予“2020
年全国门球最强县（区）”称号，排名第
4 名至 13 名的单位被授予 “2020 年全
国门球十强县（区）”称号。

门球运动占地少、花费省、安全系
数高 、技术简单 、比赛时间短 、运动量
不大 ，是当下经济实惠 、老少皆宜的
新运动 。 目前 ，门球已成为谯城区开
展全民健身的重要项目 ，并形成各类
门球争霸赛、竞技赛等品牌赛事。

寿县加强古镇保护传承红色文化
本报讯（记者 柏松 通讯员 余涛）

近年来，寿县加强古镇保护建设，着力
传承红色文化。

安徽第一面党旗纪念园位于我省
首个中共党组织诞生地———寿县小甸
镇境内。 今年 3 月， 寿县完成展陈提
升工程 ，馆内增设宣传播放点循环放
映 《中共小甸集特支 》宣传片 ，室外设
施更新换代 ，绿化亮化工程进一步加
强。 同时，全面开放纪念馆参观活动，
分批次 、分时间段在室外开展重温入
党誓词活动 ，省内外机关企事业单位

和高校党团组织纷纷前来纪念园参
观学习。

位于寿县西南端的隐贤镇 ， 是安
徽省传统古村落 、 安徽省 “千年古
镇”，并荣登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近年
来， 寿县以古镇保护为中心 ， 把建设
修缮红色教育基地和古镇建设相结
合，完成古村落至隐贤镇政府 3000 米
迎宾大道建设， 将传统村落与现代核
心功能区有机衔接， 建设修缮了赵策
烈士纪念馆、烈士墓园，并对周边环境
进行整治。

·文化传真·

近日， 由合肥市包河区残联和望湖街道办事处共同举办的第 ３１ 次全国助残
日活动在包河区银杏苑小区举行。活动现场分别设置了助残志愿、民生工程宣传、
辅具展示、惠残政策和普法宣传台等宣传专区。

本报记者 温沁 摄

我省百余家景区惠民旅游送“大礼”

本报讯 （记者 张理想 ） 在 5 月
19 日 “中国旅游日 ”到来之际 ，我省
100 多家 A 级旅游景区集中推出免
门票 、半价门票 、特惠票等系列优惠
政策 ，包括八里河 、天柱山等 5A 级
景区 ， 为广大市民游客奉上惠民旅
游 “大礼包 ”。

5 月 19 日当天， 阜阳市八里河旅
游区门票半价； 淮北市所有景点均免
票； 铜陵市永泉旅游度假区忆江南门
票半价 ；池州市九天仙寓 、醉山野 、秋
浦河漂流、 百丈崖等多个景区门票半
价。 5 月 19 日至 23 日，安庆市天柱山

风景区对全国游客免票。 5 月 19 日至
6 月 19 日， 芜湖市马仁奇峰景区对已
接种新冠疫苗的游客免门票， 游客携
本人身份证 ，凭借本人健康码 “金盾 ”
图片或接种证明即可免票游玩。 “中国
旅游日”期间，全省 100 多家 A 级景区
还对抗疫工作者、 劳动模范等先进群
体推出免费游、 特惠游等多项旅游优
惠措施。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疫情防控常
态化条件下， 游客出游要提前预约，尽
量避开出行高峰时段， 并做好自我防
护，养成戴口罩、勤洗手的好习惯。

·旅游天地·

5月 18日，志愿者在巢湖市一处献血点献血。 为保障临床用血需要，当地市民
积极参加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本报通讯员 马丰成 摄

养殖户的贴心人
———记阜南县农业农村局畜牧师翟银建

■ 本报记者 安耀武

“我们的工作主要面向基层群众，走
村串户，不能天天待在办公室。每当通过
自己的工作解决了困扰养殖户难题，我
就特别开心。 ”阜南县农业农村局畜牧师
翟银建说。

翟银建，这位“85 后”畜牧师常做的
工作是进猪圈、钻牛棚。

翟银建出生在阜南县张寨镇。 高考
那年，他瞒着家人报考了动物科学专业。
家人知道后责怪他， 认为农村家庭好不
容易培养一个大学生，结果还是回农村，
干养殖，不体面。翟银建坚持了自己的选
择，努力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改变家乡
贫穷落后的面貌。

2009 年，翟银建大学毕业 ，先后进
入合肥、 阜南的养殖企业做养殖技术服
务推广工作。 2015 年，他进入阜南县畜
牧部门，开展疫病防控，推广养殖新技术
新模式，实施畜牧发展项目，指导养殖场
改造升级。

阜南县有着悠久的畜禽养殖传统。
畜禽疫病防治，关乎当地经济发展。多年
来，翟银建走遍了阜南的所有村落，与广
大养殖户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成了养殖
户的贴心人。 “翟老师，我家的猪咋不吃
料了？ ”“羊咋又拉肚子了？ ”“你快来看，
我养的牛又难产了！ ”每次接到村民的咨
询和求助， 翟银建都会耐心地向他们解
答，上门解决难题。

于集乡养殖户张勇前几年采用老方

法养鸡，棚小、鸡粪乱堆，鸡患病多，不仅
污染严重， 还不挣钱。 翟银建了解情况
后，主动上门指点，从厂房改造到设备更
新、鸡苗防疫等，他都亲自参与帮忙。 在
他的指导下， 改造之后的养殖场焕然一
新———新建起来的钢架大棚， 再也不用
担心风吹日晒被破坏； 新添置的棚内自
动化风机设备，大大改善了空气循环；层
叠式养鸡设备，既提升了养鸡效率，也保
证了鸡的品质， 鸡粪让周边农户拉到地
里还田增肥。

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 指导生产，
翟银建刻苦钻研养殖专业技术 ， 提升
专业服务水平。 2018 年，翟银建代表安
徽省参加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
赛 ， 通过技能考核 、 理论考试获得冠

军。 2019 年 “五一 ”前夕 ，他获授 “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 ”。 为发挥传帮带作用 ，
他组织创建了 “劳模创新工作室 ”，为
全县畜牧业技术人员搭建了创新平
台。 工作室创建以来，他组织开展养殖
技术培训 2000 多人次， 为贫困户发展
养殖产业保驾护航。

近年来，为改变粗放型养殖、环保不
达标、新技术难推广这一状况，翟银建和
同事们一起对阜南县规模养殖场实施改
造升级，根据源头减量、过程控制、末端
利用的原则，制定“一场一策”，实施改造
升级。 2020 年，全县规模养殖场实现设
施装备率 100%、 资源化利用率 90%，率
先完成国家目标任务。

·民生快递·

长三角 22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发布

本报讯（记者 张理想）近日，由安
徽省文化和旅游厅牵头，沪苏浙皖文化
和旅游部门在金寨联合组织“长三角红
色旅游创新发展合作交流”活动，并发
布 22 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 包括 2 条
长三角红色旅游线路、20 条沪苏浙皖
四地红色旅游精品线路，携手共塑长三
角红色旅游品牌新形象。

2 条长三角红色旅游线路分别为：
“上海‘一大’会址—浙江嘉兴南湖—江
苏淮安周恩来故里—安徽大别山金寨
两源两地”之旅，“安徽泾县新四军军部
旧址—江苏溧阳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
念馆—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旧
址—上海新四军广场”之旅。

20 条沪苏浙皖四地红色旅游精品
线路分别为：上海市推出的“初心之地、

伟人足迹、精神传承、绿色青浦红色回
忆、 汽车历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5 条
精品线路。 江苏省推出的“水韵江苏八
百里英雄无敌新四军、英雄之城革命之
都、红色淮安初心使命、感受民族品牌
的科技力量、‘水韵江苏’大运河美丽乡
村之旅”5 条精品线路。 浙江省推出的
“千年圣地百年初心、 不忘初心红动浙
江、‘两山’ 理念践行之旅、‘烽火岁月’
红色之旅、 浙西南红色信仰之旅”5 条
精品线路。 安徽省推出的“‘初心如磐’
安徽大别山红色基因之旅、‘铿锵铁军’
安徽新四军红色沃土之旅、‘峥嵘岁月’
安徽淮海战役红色烽火之旅、‘百万雄
师’安徽渡江战役红色足迹之旅、‘改革
起源’ 安徽小岗村红色奋斗之旅”5 条
精品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