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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服务映初心
———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马本萱

■ 本报记者 沈宫石

本报通讯员 王世宁

“见证建党百年盛典，聆听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感到十分光荣与振奋。 ”7月6
日，载誉归来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奇瑞
公司安徽麦卡出行汽车有限公司出租车
驾驶员马本萱，向记者讲述赴北京参加庆
祝活动的情景时，激动和喜悦溢于言表。

有着 38 年党龄的马本萱， 在 28 年
“的哥”生涯中，无私奉献、传播爱心，把
出租车当成服务乘客的舞台， 演绎了无
数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热心公益的感人
事迹，成为芜湖出租车文明服务、党员联
系服务群众的标杆。 他先后荣获全国职
工道德建设先进个人、全国劳动模范、全
国优秀共产党员等多项荣誉， 多次受到
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
接见。

在芜湖， 上了马本萱的出租车都会
留下这样的深刻印象：一身制服，注重仪
容仪表； 车辆干净整洁， 乘坐舒适又舒
心。 28 年来，马本萱所驾驶的出租车始
终保持良好车况， 安全行车近 200 万公
里，从未发生一起安全责任事故。难能可

贵的是， 马本萱把小小出租车当成服务
市民的“大舞台”，尽己所能帮助需要帮
助的人。

在马本萱看来， 出租车司机奔跑在
大街小巷，见到的是南来北往的人，无形
中会变成城市文明的“代言人”。 他一直
坚持开文明车，热情服务、规范营运，从
没发生过喊客、拉客、拼客、拒载等违规
营运行为，没有收到过一起有责投诉。看
到外地来客，马本萱会主动招呼，给别人
推荐芜湖的风景名胜、知名小吃；碰到面
有难色的乘客， 他也会主动问需不需要
帮忙。乘客物品遗失在车里，马本萱保存
好，并主动找到失主。 28 年来，他归还乘
客遗失的笔记本电脑、 手机等贵重物品
180 余件。 他被评为芜湖市第一个“五星
级出租车驾驶员”，成为芜湖市有口皆碑
的“马师傅”。

“有困难，就告诉我！ ”这是马本萱的
口头禅， 也是他牢记发挥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的写照。

多年前， 马本萱就通过媒体向社会
公布自己的手机号码。 只要发现处于危
难之中的人，他都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一个暴雨之夜， 脑瘫病人王先生打

来求救电话， 马本萱将连人带轮椅翻入
泥地的他平安送回家； 孤残老人李奶奶
发病，邻居通过广播拨打马本萱电话，他
及时赶到将老人送医； 一名女子躺在路
上呻吟，肇事车辆已经逃逸，马本萱不怕
惹事上身，20 分钟内将她送到医院 ；一
名农民工兄弟手指因意外被截断， 在路
边焦急无助， 马本萱驾车路过把他扶上
出租车……很多受助的人都说， 是马本
萱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最为严峻
的时期，芜湖市区巡游出租车全部停运。
“我是一名老党员， 接受过医务常识培
训， 请把最危险的应急运输保障任务给
我。 ”马本萱第一时间请战，每天起早贪
黑，在发热门诊待命。 15 天内，他承担应
急任务 59 趟次， 免费接送医护人员、出
院返家的老弱病人、半夜急诊病人 68 人
次。 他曾热心帮助一位 80 多岁的老太
太，让老人唯一的孩子、旅美华人姜先生
非常感动， 在大洋彼岸通过 “中国文明
网”公众号发文感谢。

让爱心温暖每一个人， 始终把热情
服务、助人为乐作为职业操守。在专注主
业的同时， 马本萱将承担社会公益视为

己任。 2014 年，他牵头成立奇瑞先锋车
队， 成为芜湖市一张志愿服务 “流动名
片”。 2015 年， 芜湖市中心血站用血告
急， 马本萱召集车队队员献血 3400 毫
升，为缓解“用血荒”出一份力。家住四褐
山的韩先生身患重症， 每周去医院化疗
出行极为艰难，马本萱和“先锋车队”队
员共捐款 4000 余元并义务接送。

开出租车收入虽然不高， 但马本萱
连续 17 年不间断参与爱心送考和助学，
先后捐助帮扶困难学童 9 人， 累计捐款
6.2 万余元。 为传播正能量，他放弃营运
时间，受邀到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学
校和社区宣讲 120 余次， 讲述新时期雷
锋故事，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
员的使命担当。

斗转星移， 今年 60 岁的马本萱，已
到了退休年纪。 “虽然不能留在驾驶一
线，但我作为共产党员，为民做好事、办
实事、解难事的初心永远不会变。 ”马本
萱说， 他将依托奇瑞先锋车队和劳模创
新工作室，继续投身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带动、 影响更多党员和群众关心支持芜
湖的建设发展， 当好人民城市建设的主
人翁。

老
党
员
创
排
黄
梅
戏
传
播
红
色
故
事

本
报
记
者

洪

放

“枪声响，敌人追，我往前闯……”近日，在潜山市
水吼镇程湾村的一处活动室内，村老年协会文艺表演
队的成员正在排练黄梅小戏《方启英》。

该戏剧本以水吼镇和平村吴冲组程廷春烈士遗
孀方启英为原型， 讲述了她在孕期被抓捕后坚贞不
屈，遭遇丈夫和小叔被国民党杀害的双重打击，仍冒
着危险先后为新四军两次藏枪的英雄事迹。创编这一
黄梅戏的正是该文艺表演队成员王佳桂。

年过七旬的王佳桂曾是程湾村的一名村医，退休
后就加入了村里的老年协会文艺表演队。

“平时爱搞点文艺，唱唱戏、练练书法、写写现代
诗，从中获得了不少生活趣味。 ”王老说，创作剧本源
于一次偶然的经历。 2018 年，镇里组织了一次文学采
风活动，他在和平村方家老屋了解到中共党员程廷春
烈士的遗孀方启英冒着危险为新四军藏枪的英雄事
迹，便多次深入水吼镇各地寻访方启英的后人，创作
戏曲剧本。

“第一次创作剧本没经验，我用的是‘土法子’，一
边哼唱、一边写词，唱顺口了，这剧本才算成了。 ”王佳
桂表示，历经大半年时间，剧本反复修改，最终手写的
2000 多字剧本“出炉”。 该剧目已于半月前在程湾村
老年协会文艺表演队开始排演， 整出戏时长约为 40
分钟。

为了增强表演效果， 王佳桂还自费购买戏服，并
利用闲暇时间自制了木头手枪、木头步枪等道具。

“我们并不富裕，也没什么存款。前两年家里卖了
一头牛换了 1 万多元钱， 我爱人创编黄梅戏花了大
半。 ”王佳桂的老伴熊海银说，刚开始虽然不理解，但
看到老伴为了采风，步行十几里路去山区寻找故事素
材，她又心疼又佩服。

在王佳桂的家里，专门辟出了一间小房间作为创
作工作室。房间内，各种书稿摆满了柜子与书桌，一些
党史书籍上写着满满的读书笔记。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上世纪 70年代入党。 我特别想把家乡的红色故
事挖掘出来，让红色精神润泽乡亲。 ”王佳桂拿着手写的剧本对记者说，除黄
梅戏《方启英》外，他正在创作以潜山籍中共党员余良鳌烈士为背景的黄梅戏
剧本，下一步，通过排演剧目，希望能把这些本土红色故事传到千家万户。

7月 18日， 安徽省 2021 年
度财经类（高职高专）就业市场
“双选会” 在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举行。 “双选会”上，近 300 家单
位参会， 其中世界 500 强企业、
中国 100 强和行业领军企业占
比超过三成。招聘现场提供了近
万个优质岗位，涉及财会、商贸
流通、应用电子、旅游与服务、计
算机软件信息、外贸、动漫与环
境艺术设计等多个类别。 “双选
会”让学生、企业能够面对面“精
准对接”， 不同专业毕业生的职
业选择空间更广阔。

本报记者 杨竹 摄

我省发放首批电子职业培训券

本报讯（记者 林春生）7 月 15 日，
安徽省高校毕业生强技计划在铜陵技
师学院发布，首批电子职业培训券同步
发放。 电子职业培训券共 13423 张，总
计 8053.8 万元。 这是目前我省政府补
贴性就业技能培训项目中时间最长、补
贴最高的培训项目。

省人社厅日前印发《关于推行职业
培训券实施高校毕业生强技计划的通
知》，依托电子社会保障卡，面向离校 2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发放职业培训

券，并在强技计划培训项目中试行。
高校毕业生强技计划培训项目是

依托技师学院、高级技工学校的实训条
件和师资力量，面向离校未就业高校毕
业生，推出的 3 个月至 6 个月中长期技
能培训项目。这批电子职业培训券采取
“定向券+面值券”模式制发，面向离校
2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发放面值
6000 元的券， 供其参加职业技能培训
时冲抵等额的培训费用，承训机构按照
职业培训券面值申领培训补贴。

夜间文旅消费宣传推广大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张理想）7 月 16 日，以
“夜游安徽 迎客天下”为主题的 2021 安
徽夜间文旅消费宣传推广大会在马鞍山
市举行。

由省文化和旅游厅、马鞍山市政府联
合主办的本次大会，重点宣传推广安徽省

十佳“夜游街区”、十佳“夜娱活动”、十佳
“夜读空间”、十佳“深夜食堂”等夜间文旅
消费产品，并交流发展夜间文旅消费的经
验，探讨点亮夜游经济的路径。

八皖夜生活， 绚烂多姿彩。 在大会
上， 我省金牌导游推介了安徽省首批夜

间文旅消费“四个十佳”品牌，相关品牌
项目代表分别从创意、 运营等角度作了
经验交流， 带领大家共同领略夜色江淮
的独特魅力。 “夜游安徽”沉浸式演出呈
现出安徽夜间表演项目百花齐放的态
势，引得现场嘉宾热烈喝彩。原创主题说

唱歌曲《安徽夜游》首揭面纱，将现场气
氛推向高潮。

近年来，全省各地打造和推出了一批
夜景、夜秀、夜宵、夜娱、夜购、夜读、夜宿等
夜间文旅消费新产品新业态。 下一步，我
省将顺应城乡居民和广大游客的夜游消
费升级、消费体验的新需求，完善供给体
系、丰富供给业态、扩大供给数量、提升供
给质量，培育更多宜业宜游、智慧安全的
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歙县邀请合肥市民暑期“半价游”

本报讯（记者 张理想）7 月 17 日晚，
2021 歙县全域旅游目的地推介会在合
肥市举办， 为合肥市民送来别开生面的
沉浸式旅游体验， 并奉上一份暑期优惠
旅游“请柬”。

本次推介会由黄山市文化和旅游
局 、歙县人民政府主办 ，歙县文化旅游
体育局承办。 歙县 28 个乡镇联袂亮相，
景区景点 、酒店民宿等携手上场 ，展示
歙县优质的文化旅游资源，并重点推荐

精品线路。
古老民俗从徽州款款而来，走进合肥

的时尚街区。 歙县的鱼灯、跳钟馗、徽剧、
剪纸、木雕、徽墨、歙砚、美食技艺等非遗传
人现场表演，让合肥市民感受歙县诗意栖

居的生活美学。 《漫游歙县》漫画艺术展惊
艳亮相，将歙县特色绘于笔端，展现当地
地理景观、风土人情、民俗非遗、美食美景，
呈现一幅立体画卷。

本次推介会特别推出 “合肥市民半
价游歙县”惠民旅游活动。从 7 月中旬至
8 月 31 日，合肥市民凭本人身份证或户
口本， 即可半价游览歙县境内所有 A 级
景区，包括徽州古城、棠樾牌坊群·鲍家
花园等 5A 级景区以及新安江山水画廊、
雄村、许村等优质景区。

人工智能辅助缺血性卒中救治

有望将时间窗口延长至 24小时
据新华社电（记者 侠克）记者近日从

国家神经系统疾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获悉，缺血
性卒中人工智能辅助系统可极大缩短术
前决策时间，有望将有效治疗时间窗口从
传统的 6小时延长至 24小时， 从而让更
多患者得到救治，此项研究对于急性脑梗
死再灌注治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据介绍，急性缺血性卒中是中国人
发病率较高的一种脑血管疾病。 该疾病
发病急、变化快，每耽误一分钟，脑细胞
都以百万级的数量死亡，有可能致残甚
至致死，给社会和家庭造成沉重负担。

北京天坛医院院长王拥军介绍，急性
脑梗死再灌注治疗作为急性缺血性卒中
的主要治疗手段，是指在窗口期，一般为
6小时内给予患者静脉溶栓治疗和 （或）
血管内治疗。而如何从超出救治时间窗口

的患者中筛选出合适的患者进行干预治
疗，一直是临床中面临的难题和挑战。

北京天坛医院神经介入中心主任缪
中荣说：“缺血性卒中人工智能辅助系统
可极大缩短影像诊断时间，为急性缺血性
卒中影像学自动化评估提供快速精准的
影像分析手段，最后直接由神经科医生评
估、救治，将术前决策时间缩短一半，同时
也可以通过物联网的形式，帮助医院掌握
各流程的时间损耗， 进一步改善环节，从
而让更多患者更早得到救治。 ”

据悉，目前该辅助诊断系统已经学
习了约 160 万份病历。 王拥军表示，未
来缺血性卒中人工智能辅助系统的广
泛使用将极大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急性
脑梗死的救治水平和能力，从而改善中
国急性脑卒中患者预后， 降低致残率，
减轻医疗经济负担。

近日， 由合肥市蜀山区民政局主办的蜀山区首届养老护理技能大赛暨全国养
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合肥市蜀山区选拔赛开赛， 该区养老服务机构通过岗位大练
兵推选出的 27名优秀选手参加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竞赛。

本报记者 姚林 本报通讯员 王勤 摄

灵璧推进学前教育缓解“入园难”
本报讯 （记者 何雪峰 通讯员 赵

奇） 灵璧县强化学前教育公益普惠方
向，全力推动发展公办园，鼓励社会力
量办园， 加大对普惠性民办园扶持力
度，构建布局合理、覆盖城乡的学前教
育服务体系，促进全县幼儿园办园水平
进一步提升。

今年，灵璧县学前教育共安排建设
项目 5 个，投入资金 1832 万元，建设面
积 8640 平方米，推进了幼儿园优质化、
规模化发展。该县鼓励符合要求的民办
园申请普惠性民办园，在补贴办园经费

和奖励方面予以大力扶持，全面落实公
办园和普惠园生均公用经费 500 元补
助政策。

该县建立以县、乡（镇）中心园为中
心的学前教育管理网络，实行分级管理、
分级负责，突出内涵建设，高质量提升
幼教水平。 以省市示范园为依托，组建
幼儿教育集团， 发挥名园带动效应，通
过实施“示范园拉动，中心园带动，村办
园联动”等策略，实现公办园和民办园
共同发展、和谐发展，从而带动全县学
前教育水平整体提升。

滁州南谯区无证园全面“清零”
本报讯 （记者 周连山 通讯员 杨

读俊）今年，滁州市南谯区大力开展无
证幼儿园治理，迅速实现 9 个无证园全
面“清零”。

南谯区发动全区 11 个镇 （街道）
“拉网式”走访摸排，结合社会线索，排
查出无证园 9 所、在园幼儿 516 人。 该
区教体局对基础条件达标的 4 所园，全
面对标整改。对基础条件不具备的 5 所
园，依法予以取缔。

该区提前制订无证园取缔“一园一
案”，按照“集体约谈”“预先告知”“联合
执法”“分流移交”的总体思路，逐园治

理，取缔到位。 面对少数无证园不配合
治理、停办后再办的情况，南谯区开展
联合执法，将其关停清理。

同时 ， 南谯区积极投入财政资
金 ，加大优质标准园建设力度 。 2020
年 ，投入 1400 余万元 ，新建公办园 3
所 ，提供学位 880 个 ，当年即开园招
生 210 名 。 2021 年 ，计划建设公办园
5 所 、民办园 2 所 ，秋季开园 ，预计提
供学位 2070 个 。 引入投资 2 亿元的
幼教产业园项目 ，已启动规划 ，预计
两年内建成招生 ， 届时可提供学位
550 个。

7月 18日，2021 年合肥市全民健身运动会门球赛在中铁四局门球场举行，来
自该市 8个代表队的近百名运动员参赛。 门球比赛的运动员多为老年人，此次比
赛既展示了健身成果，又丰富了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本报记者 范柏文 摄

高职高专““双选会””
供求双方““面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