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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岁已高，行动不便，请帮我把这 1 万元特殊党费
交给党组织，表达我作为一名普通党员对党的感情。 ”6 月
23 日，94 岁的侯桂亭对上门送来“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
的合肥市庐阳区逍遥津街道党工委书记张燕说。临别之际，
侯桂亭把早就准备好的 1 万元党费交到张燕手中， 请她代
为转交给党组织。

侯桂亭 1947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参加过解放战争。
在建党 100周年的重要日子来临之际，侯桂亭的心情很激动，
准备着用自己的方式来庆贺党的百年华诞。 她决定拿出 1 万
元积蓄交一次特殊党费，表达自己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侯桂亭的女儿边玲告诉记者，正常党费之外，碰到一些
重大事件，像汶川地震、新冠肺炎疫情等，侯桂亭都会向党组
织交特殊党费。“她用这种方式提醒自己，时刻不忘共产党员
的身份，继续为党和群众作贡献。 ”边玲说。

侯桂亭早年担任过街道党工委书记。一次发洪水，街道
的仓库被淹，眼看物资就要被毁，她带头跳进水中去抢救。
在她的带动下，身边人一起出动，把几个仓库的物资搬了出
来。 “侯书记就像电影里的人物，事事都主动带头。 ”她的老
同事们如是评价她。

随着年事渐高，侯桂亭生病住院的次数多了起来，每次
只要觉得症状好转得差不多，她就主动要求出院。医生护士
劝她在医院里多观察几天，等病情完全好转再出院。侯桂亭
说：“不能浪费国家的钱。我早出院，就能把病床早一点留给
更需要的人。 ”

“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让侯桂亭又多了一个更加光荣
的身份标识。 她把纪念章放在手中，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这
枚纪念章是党对老党员的认可， 我要力所能及地继续发挥余
光余热。也希望年轻党员传承好红色基因，争做新时代合格的
党员。 ”摸着金灿灿、沉甸甸的纪念章，侯桂亭激动地说。

荩 日前， 合肥市肥东县八斗镇大张社区志
愿者，为 91 岁老党员圣荣好送来了“党史随
身听”。目前，该县在 60 岁以上老党员中推广
“党史随身听”，打造移动的“党员课堂”，提高
党史学习教育参学率， 为推进乡村振兴凝聚
智慧力量。

本报通讯员 高德升 摄

荨 日前，一场包括皖南花鼓戏、快板、舞蹈等多种形式的党史学习
教育艺术化宣讲在泾县城关第五小学举行。 宣城市组织党史学习教
育艺术化宣讲百场基层行活动，覆盖全市 95 个乡镇（街道），以通俗
化、艺术化等寓教于乐的方式宣讲党史，加深对党史的认识，达到“党
史讲清讲明，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效果。

本报记者 徐旻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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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共筑振兴路
———记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党总支

■ 本报记者 袁野
本报通讯员 闫明星

6 月 29 日，记者来到金寨县花石乡
大湾村。在村部旁的大湾漂流站，工人们
正在紧锣密鼓地施工。7 月份，10 公里长
的大湾漂流将全线开漂， 这里将成为大
湾村最新、最美的一张旅游名片。

很难想象，短短几年前，大湾村还是
大别山区最穷的山村之一。 2014 年建档
立卡的时候，贫困发生率高达 20.6%，贫
困人口达 242 户 707 人， 村集体经济是
空白。 到了 2020 年，大湾村贫困人口脱
贫，村集体收入达 143 万元，村民人均年
收入 14450 余元， 获得了全国先进基层
党组织、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等一系列荣
誉。 从一贫如洗到成为乡村振兴大道上
的“领头羊”，大湾村的巨变离不开每一
个大湾人的努力、奋斗，更少不了大湾村

党总支的引领。
在大湾漂流弯弯曲曲的河道旁有村

民开设的农家乐。 村民杨习伦家的农家
乐就在其中。 曾经的杨习伦是村里出了
名的“懒汉”。 从不愿意干到成为旅游产
业发展先进个人，他感谢大湾村党总支。

“原来我家住在山上，易地搬迁时一
开始比较抵触。 ”杨习伦告诉记者，党总
支书记何家枝和第一书记余静十几次来
到他家做工作，慢慢地转变了他的思想。
“我家老房子离村部五六里远， 全是小
路，没法开车去，她们两个女人，每次都
爬山到我家，我能不感动嘛？ ”杨习伦说，
搬到山下后， 大湾村党总支积极帮助他
发展旅游产业，为他申请政策支持。在党
总支的帮助下，杨习伦发展产业，如今，
一年收入超过 10 万元。

大湾村党总支设有 3 个党支部，现
有党员 113 人。 在脱贫攻坚中，实施“生

产联手、帮扶产业发展，就业联动、帮带
劳力务工，经常联系、帮解生活难题，思
想联络、帮提精神状态”的“四联四帮”工
程。 党员、积极分子、能人大户等 115 名
帮联主体参与“四联四帮”，联系帮扶全
村 119 户贫困户， 充分发挥了党员的主
心骨作用。

余静介绍说，大湾村党总支以“山上
种茶、家中迎客、红绿结合”为主导，积极
引导和帮扶群众发展特色产业。如今，大
湾村有茶园 4000 亩，特色种养让户均增
收 7000 余元。现有农家乐 40 余家，年游
客接待量 35 万余人次。如今的大湾村变
成了“村有当家产业、户有致富门路、人
有一技之长”的明星村。

在大湾村“两委”的努力下，大湾实
施易地搬迁 、道路 、桥梁 、饮水等项目 ，
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 “农村工作复杂，
需要争取群众的支持才能落实。 我们在

项目建设的时候，坚持把基础工作做在
前面 ，在争取群众理解支持后 ，再申报
项目。 ”大湾村委会主任周端彬说，大湾
村所有项目实施之前，都会有村组党员
入户走访 ，向群众解释 ，项目建设中遇
到矛盾时 ，由党员进行劝说调解 ，寻找
最优解决方案，最终让一个个项目顺利
落地。

“以前 ，咱们村 ‘等 、靠 、要 ’思想严
重，这几年由于党员发挥了作用，大湾村
才有了今天这个模样。 ”今年 76 岁的老
党员周益宏说。 这位有 52 年党龄、德高
望重的老党员，每当村里发生纠纷，总是
充当起村民调解员。如今，只要说起大湾
村的巨变，老人总是激动不已。

“党总支是大湾群众的领头雁，通过
全体党员的共同努力，我们相信，在乡村
振兴的大道上， 大湾村会变得越来越美
好。 ”何家枝说。

形式多样学党史

·百姓故事

淮北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本报讯 （记者 丁贤飞 通讯员 陈

思）日前，淮北相山北路 5 号 1 栋 1 单
元业主代表武先生，从相山区政务服务
中心窗口工作人员手中接过该单元电
梯设备及配套钢结构安装工程的施工
许可证，此类型证书的颁发在淮北市尚
属首例，意味着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目
从规划报建到开工建设有了合法手续。

今年 2 月， 淮北市老旧小区改造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领导小组印发《淮
北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实施方案
（试行）》， 在市辖三区范围内开展既有
住宅加装电梯工作。淮北市相山区颁发

电梯安装工程施工许可证，旨在通过首
例项目的引导示范作用， 以点带面，有
序推进全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截
至 6 月 23 日，该区已完成意见征求、提
出加装电梯申请的单元 70 余个。

相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从服务群
众的角度出发， 根据项目特点， 精简手
续、简化流程，同时考虑办事主体多是老
年业主，通过委托第三方、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派驻工作人员等方式， 帮助办理
施工许可， 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业主跑腿
的次数，受到业主好评。

铜陵电子社保卡可借阅图书
本报讯 （通讯员 胡成峰 记者 林

春生）为完善社保卡应用功能、提升便
民服务能力，铜陵市积极拓展电子社保
卡应用场景，在实现“一卡通”图书借阅
证功能的同时，同步支持电子社保卡扫
码借阅图书。

铜陵市人社局与市图书馆合作，将
图书借阅应用与社会保障卡关联，并将
市民实体卡包换成手机卡包，实现了电
子社保卡扫码借阅图书功能。 目前，该
市电子社保卡已申领 48.5 万张， 使社

会保障服务进一步落地。
通过社会保障卡与图书借阅证有

机整合， 铜陵市民不仅可以享受免注
册、免押金服务，还可以全量访问馆藏
图书资源， 让文化体验实现同城同待
遇。社会保障卡用户还可享受线上借书
服务、线下实体店“你选书 我买单”图
书快借服务。

目前， 铜陵市图书馆及 4 个 24 小
时自助馆已成功开放社保卡借阅图书
功能。

安庆三级医院试行择期手术预住院
本报讯（见习记者 陈成）为方便患

者就医，有效利用医疗卫生资源，提高
医保基金运行绩效， 从今年 6 月起，安
庆市医疗保障局对该市择期手术患者
试行预住院管理，试行期一年。

择期手术预住院是对部分疾病诊断
明确、病情相对稳定，经综合评价符合住
院手术指征的择期手术治疗的患者，先
进行住院前的必要检查和处置， 术前准
备完毕后，根据床位情况安排正式入院，

从而缩短患者住院时间，降低医疗费用。
参保病人办理择期手术预住院登

记手续后至入院、出院期间，在同一定
点医院发生的所有医疗费用全部纳入
基本医疗保险住院费用结算。预住院期
间，医院不再收取床位费、护理费、住院
诊疗费等住院相关费用。

择期手术预住院在安庆市三级医
院先行试点，待条件成熟后逐渐推广到
其他医院。

张秉恒同志逝世
本报讯 中国共产党党员、离休干

部、 铜陵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秉
恒同志，因病于 2021 年 7 月 4 日在铜
陵逝世，享年 87 岁。

张秉恒同志 ，1935 年 3 月出生 ，
安徽太和人，1949 年 8 月参加革命工
作，1954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

任皖北界首市公安局警务员， 界首市
委宣传部干事， 铜官山矿物局保卫科
副科长，市公安局秘书科科长，市委政
法委办公室主任，市公安局副局长，市
人防办副主任，市人保组副组长，市中
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市委政法
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法制
委主任委员等职。 1999 年 4 月离休。

张秉恒同志的遗体定于 2021 年
7 月 8 日 9 时在铜陵市殡仪馆火化。

近日，合肥市救助管理站联合蜀山区民政局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法》进校园系
列宣传活动。 图为合肥蓝天救援队给孩子们开展防溺水知识讲座。

本报记者 姚林 摄

中学生羽毛球锦标赛（南区赛）在马鞍山开幕

本报讯（记者 贾克帅 通讯员 朱伯
东）7 月 5 日，2021 年中国中学生羽毛球
锦标赛（南区赛）在马鞍山市奥体中心综
合体育馆开幕。来自我国南部 7 个省（自
治区 、直辖市 ）的 46 支代表队共计 495
名运动员参赛。

本次赛事为期 5 天，分高中男子组、
高中女子组、初中男子组、初中女子组 4
个组别，设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单
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合
双打共 7 个项目。

中国中学生羽毛球锦标赛自 2005

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 13 届。 参赛运
动员逐年增加，比赛规模不断扩大。 为
了更科学高效地组织比赛，进一步扩大
羽毛球运动在校园中的发展，今年中国
中学生体育协会在赛制上进行了改革，
从每年一届赛会制锦标赛调整为南北

分区赛加总决赛的形式。 此前，北区各
项赛事于 6 月 16 日至 6 月 22 日在青岛
市城阳体育馆成功举办，共选拔产生 14
个冠军 （含初高中团体和个人 ）进入全
国总决赛。

为保证安全进行， 赛事采取了严格
的防疫措施， 在所有参赛运动员及教练
员提交疫情防控承诺书、 七日内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后， 所有赛事相关人员报到
当天在入住酒店进行二次核酸检测，在
进入赛区时进行体温检测并佩戴口罩。

大学生武术套路锦标赛开幕
据新华社电（记者 杨帆）7 月 5 日，2021 年中国大学

生武术套路锦标赛在河北迁安开幕。
本次赛事由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主办， 来自中国民

航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 南京大学等全国 92 所高校的
500 余名大学生运动员参加比赛，比赛为期三天，按甲 A
组、甲 B 组和乙 A 组、乙 B 组分组竞赛，设有传统类、太
极类、对练类、段位制等 4 大类别共 41 个小项，执行国际
武联审定的《2019 国际武术套路竞赛规则》。

比赛首日，传统拳术、太极拳、太极剑 、棍术轮番上
演，运动员们一个个精神抖擞，一招一式刚劲有力，虎虎
生威，精彩的表演让场边的观众频频鼓掌叫好。

合肥工业大学学生锁珍明第一次参加全国性比赛。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民族传统体育分会执行， 唐山

九江体育中心承办。

·体育看台·

荨 7 月 2 日，来安县“体彩杯”庆祝建党 100 周年篮球邀
请赛在该县水口镇启动。 此次比赛邀请了明光、全椒等 8
个县市区的 8 支球队参赛， 用全民健身的方式庆祝建党
100 周年。 本报通讯员 吕华 摄

长三角民宿设计大赛在黄山揭晓
本报讯（记者 吴江海）6 月 26 日，长

三角民宿设计大赛在黄山市揭晓，22 件
作品分获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

此次大赛由黄山学院、 复旦大学国
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黄山市科协、黄山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中国旅游协会
民宿与精品酒店分会、安徽省民宿协会、
杭州市民宿协会、 宁波市民宿产业促进
会等单位共同举办。 大赛自今年 3 月份
启动以来， 收到来自长三角三省一市业

界、学界民宿设计参赛作品 189 件。
近年来，民宿产业呈区域合作、行业

合作的快速发展态势， 近 20 个省份成立
了省级民宿协会，由市场单一主导转向市
场、政府双重主导，产业化特征越来越明

显，正步入品质化、标准化时代，日益成为
全面参与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 目前，全
国乡村民宿约 50 万家， 其中长三角区域
已成为民宿品牌、管理、投资的输出高地。
到去年底，黄山市拥有民宿 2453 家，第三
方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20 年来黄山游
客选择民宿/客栈占比约为四分之一。

当日，主办方邀请了长三角设计界、
高校等代表围绕民宿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进行专题研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