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姚林 文/图

“我的儿啊，终于见到你了。 你去哪
了？ 你可知妈妈一直在找你吗！ ”分别 2
年的母子情， 在这瞬间凝固而又爆发。
这一幕发生在 6 月 18 日合肥市救助管
理站内。 当天，合肥市救助管理站举行
了“携手相助，让爱团聚”救助管理机构
开放日暨夏季专项救助活动启动仪式。

2020 年 8 月，河南籍人员刘某独自
在合肥市天鹅湖游泳，被附近城管巡逻
队员劝导上岸。 巡逻队员发现刘某精神
异常，无法正常沟通 ，不能提供居住所
在地信息。 后经属地荷叶地派出所民警
现场核实， 也无法确定刘某身份信息。
根据刘某当时的情况，民警将其送至合
肥市第四人民医院先行救治。

此后，市救助管理站多次采取询问、
发布寻亲公告、 人像识别方式以及人像
比对等大数据进行查询， 均无法核查刘
某身份户籍信息。 在公安部门大力帮助
下， 市救助管理站终于在今年 6 月 9 日
确认了刘某详细身份信息， 并与其家人
核对确认，这才有了开头那一幕！

近年来， 合肥市救助管理站与合肥
市公安局视频侦查支队、 合肥蓝天救援
队等相关部门和社会组织携手相助，为
流浪、走失人员开展寻亲工作，累计为约
600 余名无法表述自己身份信息的流浪
走失人员找到了家。

活动现场，市救助管理站向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媒体代表和来自辖区乡镇、派出
所的热心人士颁发特约监督员聘任书，希
望与各界继续携手相助，开展好寻亲工作。

··人间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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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宝： 扎根基层服务老区人民
■ 本报记者 汪国梁

扎根基层廿余载 ， 他始终勤勤恳
恳、兢兢业业，把工作的地方当成家。 面
对老区人民的期待，他扛起责任 ，不辱
使命，带领群众甩掉 “穷帽子 ”，踏上幸
福路。 他就是退役军人、金寨县花石乡
党委书记王玉宝。

一寸山河一寸血 、 一抔热土一抔
魂。金寨是一片红色热土。王玉宝生于
斯长于斯，从小就爱听革命故事 ，在红
色文化的熏陶中激发了投身军营 、报
效国家的热情。1990 年初，王玉宝怀着
激动的心情走进军营 ， 成为武警河南
省总队一名战士。 在部队期间，他认真
学习、刻苦训练，多次获得“优秀士兵 ”
“优秀班长”等嘉奖，荣立三等功 1 次 ，
并因政治过硬 、 军事突出被吸收为中
共党员。 退伍后，王玉宝到交通部门工
作 ，依然勤奋学习 ，参加高考 ，被安徽
省人民武装学校录取 ， 又一次踏入军
营， 继续军旅生活 ， 锻造了坚强的毅
力、过硬的作风。

从安徽省人民武装学校毕业后，王
玉宝先后在金寨县多个乡镇任职，2011
年 3 月任花石乡党委副书记、 乡长，后
任乡党委书记。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
针。 花石乡集山区、库区于一体 ，条件
差、底子薄。 “在任一方，造福一方”。 王
玉宝狠抓党风政风，并带头公开自己的
通讯方式， 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把
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办，带领党员
干部解难题、办实事 ，逐渐扭转了花石
乡的发展面貌。

乡镇是脱贫攻坚最前沿，如何打赢
脱贫攻坚战是对基层党委的考验。 王玉
宝带头走村串户，跑遍全乡建档立卡贫
困户家庭，深入了解民情、宣传政策、研
究对策。2017 年，面对洪涝灾害，他带领

乡村干部和基干民兵冲锋在前，冒着遭
遇泥石流的危险 ，逐户排查 、转移受灾
户。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
王玉宝走访 124 名武汉及湖北返乡人
员，确保无一例感染。 疫情防控形势好
转后，王玉宝想方设法解决全乡外出人
员特别是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就业问题，
最终无一人出现就业务工困难，确保了
收入稳定。

在同事眼中，王玉宝是个不“爱”回
家的人。 在花石乡工作的 11 年间，不论
出差或接待到多晚，他总会第一时间返
回乡里。 “在哪里工作， 哪里就是我的
家。 只要我办公室那盏灯亮着，乡村干
部就会更放心，老百姓也会更安心。 ”王
玉宝说 。 其实王玉宝的家里也很需要
他。他 86 岁的老父亲罹患癌症。老人想
到儿子工作的地方看看。 王玉宝“偷偷”
将父亲接到一个农户家 ， 自费住了 3
天。 去年 12 月，王玉宝接到父亲病危通
知后，只在去县城开会的间隙赶到医院
匆匆看望了父亲， 就立即返乡工作，没
想到这竟是他与父亲的最后一面。 每每
提起父亲 ，王玉宝常常眼眶湿润 ，心里
满是遗憾和愧疚。

继往开来新征程， 重整行装再出发。
如今的花石乡，山明水秀，产业兴旺，百姓
生活蒸蒸日上。 “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还
要不懈奋斗， 努力谱写乡村振兴的新篇
章。 ”王玉宝说。

（本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文，来稿可
发送至电子邮箱：ahwdtygs@163.com）

励志小伙，电商闯新路
■ 本报记者 殷骁

本报通讯员 卢鸣

虽然至今手脚不太灵活，生活尚不
能完全自理，但天长市残疾青年马成超
自强不息，电商生意越做越好。

26 岁的马成超出生在天长市金集
镇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出生时因难产缺
氧患上脑瘫后遗症，从此落下残疾。 儿
时的马成超，手脚不便，不但行动受限，
而且学习吃力。 由于提笔困难，他要比
其他同学多花几倍时间才能写完作业。
求学异常艰辛，“如果放弃，此前一切努
力将化为乌有；继续坚持，就一定会有奇
迹！ ”他常对自己说。

2015 年，马成超考取滁州职业技术
学院电子商务专业。 他非常珍惜这一宝
贵学习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各项专业
知识。 毕业后，马成超返乡开起网店，主
营天长自产充电器。

马成超不仅要处理选货、进货、客户
咨询、发货、售后等环节，还要面对一些
竞争对手的歪曲和打击。 “即使再委屈
难过，也要扛过去！”马成超说。他坚持诚

信经营、薄利多销、周到服务的原则，从
不违规刷好评； 如果确认产品存在质量
问题，就主动承担退换货费用。 几年来，
他的网店得到了不少客户认可并培养了
很多回头客。

如今 ， 马成超的网店好评率达
99.91%，产品销量逐年上升 ，去年实现
销售额 124.8 万元。 起初对马成超创业
不太放心的父亲，看着他熟练地接单、包
装、发货，不禁喜极而泣。

“马成超踏实肯干、知难而进，是全
市励志残疾人典型。 ”天长市残联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 从 2016 年起，该市残
联持续开展残疾人电子商务培训，先后
培训残疾人 152 名，同时大力扶持残疾
人通过电商创业实现就业，几年来已累
计扶持 23 人，投入扶持资金 11.1 万元，
涌现出马成超等一批优秀残疾人电商
代表。

传承红色基因 培育时代新人
■ 本报记者 李浩

现身说法 教育引导青少年

“听王爷爷讲在部队击落敌人战
机的故事喽 ！ ”“王爷爷就是我们心
中最闪亮的星 ！ ”日前 ，在萧县永堌
中心小学 ，听说战斗老英雄 、萧县关
工委报告团王於昌要来讲党课 ，孩
子们兴奋地聚到操场 ， 聆听老人讲
述自身的战斗经历和那段激动人心
的革命历史。

王於昌讲述了他在党的教育培
养下，从一名农民的儿子成长为优秀
军队干部过程。 他讲述了他在当时艰
苦的条件下刻苦钻研技术，于上世纪
六十年代，和战友一起两次击落美制
U-2 高空侦察机， 一次被提前晋衔，
两次荣立一等功的传奇经历。 现场师
生听得津津有味，不时爆发热烈的掌
声。 “听了王爷爷的故事很受感动。是
共产党员浴血奋战、抛头颅洒热血才
换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 我们应该好
好珍惜。 ”孩子们在听完党课后纷纷
表示。

“老干部 、老战士 、老专家 、老教
师 、老模范 ，这 ‘五老 ’是中国革命 、
建设、改革发展亲历者和见证者。 他
们现身说法 ， 更具有说服力 、 感染
力 。 ”省关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
委已制定计划 、印发文件 ，要求全省
各级关工委组织和广大 “五老 ”积极
开展符合青少年实际 、 易于青少年
接受的党史宣讲及特色实践活动 ，
更好地发挥关工委 “五老 ”的特殊优
势 ，运用自身经历 ，给广大青少年和
青年党员干部讲好党史 、新中国史 、
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霍山县关工委主任邵必贵是革命
烈士的后代， 从上学到成人都由烈士
军属专项助学金供养。 他多年来坚持
给青少年、青年党员干部讲红色故事。
他用生动的语言、鲜活的事例、切身的
感受，义务宣讲 200 多场次，受众 5 万
人次，展现了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党
的风范。

宣城市文明办、老干局依托市关
工委 “五老彩虹报告团 ”10 名 “五
老 ”，组成了志愿服务宣讲团 ，利用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 站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宣讲进社区活动 ， 在一个月
的时间里 ， 分赴辖区内 8 个街道的
32 个社区 ，以 “党的百年光辉历程 ”
为主题 ，结合 “新四军 ”在宣城的历
史进行宣讲 ， 教育引导基层年轻党
员知党史、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因地制宜 丰富教育形式

“最早提出中国共产党这一名称
的人是谁 ?” “党的根本性建设是什
么?”……近日，在天长市新华九年制
学校的教学楼前， 一场党史教育课正
在开讲。与往日不同的是，听课的不是
学生，而是 400 余名学生家长。该校把
党史课堂搬进了家长学校。

“以前，我们主要面向全体师生开
展党史教育。这次，我们利用在家长学
校授课的机会， 让学生家长聆听党史
教育课， 传承红色基因， 厚植家国情
怀。 ”该校支部书记张天文说。

为把党史讲到家长心坎里，该校
特意组建了党史宣讲团，邀请镇关工
委 “五老 ”和天长籍 “中国好人 ”李宏
祥等走进校园，现身说法。 授课内容
设计了党史知识互动抢答环节，家长
踊跃发言，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我非
常喜欢历史。 党史课我爱听，学到了
很多以前不知道的知识。 我感到共产
党真了不起！ 希望学校以后能经常举
办这样的活动。 ”八年级学生家长夏
立国说。

开展党史教育重在走深走实，贵
在入脑入心。 全省各级关工委组织因
地制宜创新教育形式，通过灵活多样
形式、生动具体的内容推动党史学习
教育接地气、有朝气、冒热气。 在“红
军摇篮 ”金寨县 ，该县关工委会同县
委宣传部等七部门共同印发了《红色
宣讲进校园实施方案》，组成 19 人宣

讲团相继在全县 66 所学校进行巡回
宣讲。 结合重要节庆活动，着重在清
明节、“五一”、“六一” 和烈士纪念日
等重大节日开展教育活动。 据悉，全
县有 5 万名中小学生受到系统的革
命传统教育。

红色资源是党史学习教育最生
动、最鲜活的教材。霍山县关工委依托
大别山安徽红色区域中心纪念馆、红
源广场、西镇暴动纪念馆等 20 多处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 组织青少年开展以
“读红色书籍、唱红色歌曲、讲红色故
事、写红色文章、体验红色活动”为主
要内容的系列革命传统教育活动，让
青少年切身感受祖国站起来、富起来、
强起来的过程。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全省各
级关工委组织讲红色故事上千场，受
众 10 万余人。 同时，各地关工委还积
极结合自身实际， 组织开展形式多样
的红色小导游、红色小讲解员、红色小
记者、 红色小故事员、 红色小喇叭活
动， 让广大青少年在丰富多彩的活动
中教育自己，健康成长。

用情用力 办实事助成长

学史力行， 是党史学习教育的落
脚点和着力点。 省关工委组织各级关
工委和广大“五老”结合实际，开展服
务关爱青少年活动， 帮助青少年解决
急难愁盼之事。

芜湖市关工委组织各县区关工
委 ，联合相关部门 ，对全市万名留守

儿童普遍进行一次视力免费检测，并
进行跟踪问效。 滁州市关工委建立了
青少年近视防控基地，每年对青少年
进行 4 次免费视力监测，对有视力下
降趋势的学生进行分档管理，并有针
对性地实施相关近视防控措施，同时
组建爱眼义务宣传队， 通过讲座、咨
询 、展览 、印发宣传手册等方式大力
开展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普及视力保
健知识，提高师生和家长的预防保健
意识，掌握近视防控方法。

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越来越引发
社会关注，一些青少年受到学业困扰、
青春期逆反等影响，出现焦虑、抑郁等
情绪，严重影响了生活和学业。蚌埠市
关工委成立少年心理研究与咨询中
心，坚持提供公益性心理咨询服务，为
广大青少年和家长疏导心理方面压
力，为基层学校、乡镇、社区培训心理
咨询专业人才。

阜阳市关工委积极组织“五老”深
入乡村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 联系身
边实际，深入浅出地宣传《民法典》和
新修订的 《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落实未成年人监护责任， 以当地青少
年优秀典型为引领， 激励广大青少年
崇德向善。全市有 31 个“五老”普法报
告团、200 多名 “五老 ”活跃在基层普
法工作一线。

省关工委以帮扶困难青少年为重
点，尽心尽力开展助学、助困、助孤、助
残、助业等“五助”工作，做好事、办实
事、 解难事。 全省有 4.74 万余名 “五
老”，成立 1.1 万多个帮教小组，结对帮
教 14300 多名失足失范青少年。 8900
多名“五老”常年坚持就地就近对 4100
多个经营性网吧开展社会义务监督。
“五老” 们对 19 个劳务输出重点县区
开展专题调研， 向党委政府和有关部
门建言献策，促进大批留守儿童、困境
儿童和贫困学生得到有效帮助。

“关工委爷爷奶奶的讲课，让我真
切地感受到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是无
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我们一定
要倍加珍惜，努力学习，做新时代的红
色传人！ 长大后把我们国家建设得更美
好。”桐城市新安小学 3 年级学生吴桐
雨说。

我省各级关工委和广大“五老”采用多种形式，在青少
年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引导青少年赓续红色血脉，坚定理
想信念———

·成长天地·

荨 6 月 20 日，淮北市教育、文旅体、科
协等部门联合在濉溪县第一实验学校举

办航空航天航海模型竞赛， 来自全市各
中小学的 700 余名学生分组参加 10 个
项目竞赛。 图为比赛场景。

本报通讯员 万善朝 王同同 摄

荩 近日，以“体验科学”为主题的中国流动科技馆走进芜湖市繁昌
区。6月 21 日，学生在繁昌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流动科技馆”里体验科
普展品，“零距离”感受科技魅力。

本报通讯员 杨华 摄

航模竞赛展风采

走进“流动科技馆”

近日，阜南县关工委、柳沟镇政府联合柳沟中心学校举办“向建党 100 周年献
礼”文艺汇演活动。 师生通过诵读红色经典、传唱红色歌曲、情景剧表演等节目，表
达爱党爱国情怀。 本报通讯员 田鋆生 摄

携手相助 让爱团聚

６６月 １１８８日，，为更好开展寻亲工作，，合肥市救助管理站向各界群众代表
颁发特约监督员聘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