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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的皖南，酷暑难耐。 绿树掩映下
的查济古镇里，来自安徽理工大学“倾筑”
服务团的学生们，在白墙灰瓦的徽州古建
筑里穿梭。 他们用尺子测量古建筑的每一
个角落，用笔记录下每一块精雕细刻的木
雕。 多年来，他们坚持对各地古建进行测
绘，记录其“生命密码”，即使古建被损毁，
也可根据数据原样重建。

7月15日， 同学们早早来到位于查济
古镇的宝公祠。 这座建于明朝的古祠堂，
距今已经有590多年。 为了破解这座祠堂
的“生命密码”，同学们已经连续工作了10
多天。

“我们首先要画草图，把这座古祠堂的
建筑形象变成立面图、剖面图和平面图，然
后再进行量取，用仪器精确记录祠堂内每
个建筑各个部分的尺寸，最后再将这些数
据整合，用电脑制作成标准的工程图纸。 ”
学生们介绍说，“我们就是要破解古建筑的

‘生命密码’，并将它进行数字化处理。如果
未来这些古建筑遭受意想不到的破坏，随
时可以调取这些数据，进行原样修复。 ”

据了解， 此次古建筑数字化测绘活
动，服务团 75 名同学分别对查济的宝公
祠 、洪公祠 、德公厅 、镏公厅屋 、二甲祠 、
古民居进行了测绘与模型搭建。 除此之
外， 服务团还深入查济古村落开展古建
筑口述史调研活动， 让古建筑真正成为
活的文物。

“倾筑”服务团成立 6 年来，已参与古
村落古建筑实地调研 148 次 ， 与当地政
府、 村民以及相关保护单位开展座谈会、
研讨会共 40 余次， 提交高质量调研报告
25 份， 电脑绘制还原图合计超过 750 张，
成员现场手绘图 1600 余幅， 为古建筑保
护保留了珍贵而翔实的数据资料。

本报记者 范柏文 本报通讯员 陈孝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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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 7月 15日，“倾筑”服务团的同学们对古建筑进行图像数据采集。

7 月 14 日，“倾筑”服务团的同学们在加班对白天采集的古建筑数据
进行建模。

7月 15日，“倾筑”服务团的同学们对古建筑进行测绘与模型搭建。

7 月 15 日，“倾筑”服务团的同学们用仪器精确记录古建筑各个部分
的尺寸，最后再将这些数据整合。

破解古建筑“生命密码”

7月 15日，“倾筑”服务团的同学们对古建筑外围进行测量。

“清凉游”火了 “农家乐”乐了
■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本报通讯员 徐进群

“我从网上了解到岳西是天然避暑胜
地后，就自驾过来玩个四五天，感受一下
山村的清凉。 ”近日，在岳西县温泉镇“龙
井山居”民宿外，来自湖北省黄石市的黄
先生告诉记者，这几天他一有空就和 3 位
同伴一起在树荫下喝茶聊天。

入伏以来， 各地先后开启 “烧烤模
式”，位于大别山腹地岳西县的许多山村
也开始热闹起来，各地游客像“候鸟”般
“如约而至”，在大山中享受清凉。

近年来， 岳西县充分发挥高海拔山
区生态环境优良、夏季气温较低的优势，
引导扶持当地群众将空闲房屋改造成民

宿及农家乐，接待前来避暑的游客。 经过
几年发展，前来避暑、疗养、度假的游客逐
年增加。原本分散经营的民宿和农家乐已
发展成整个村民组挂牌的“候鸟村”，全县
已有避暑民宿床位 5000多张。“很多老人
每年一到伏天就来这里享受清凉，等城里
不热了才走。 ”民宿老板王芳笑着说。

“山里生态环境好，气温清凉舒适，
再热的天都不需要开空调， 晚上睡觉还
要盖被子呢！ ”淮南市民李茹告诉记者，
前年她第一次来避暑， 在石关乡石关村
小垅村民组一家民宿里住了 8 天，“我以
后每年都会带上家人和朋友来住上几
天，真是比城里凉快多了。 ”

在五河镇国家 4A 级景区妙道山风
景区附近，“岳西盛园”农家乐生意火爆，

年收入近 20 万元。老板王三乐过去在外
打工， 看到来家乡旅游和避暑的外地游
客日益增多， 便回乡兴办村里的第一家
农家乐，目前已升为四星级。 “开农家乐
的收入， 是以前外出务工收入的两倍以
上。 ”在王三乐的示范下，五河镇先后建
起近 50 家农家乐。

“‘清凉游’火了，‘农家乐’乐了，不
少村民因此脱贫奔小康。 10 年前，村里
建楼率不足 20%， 如今家家户户都是小
楼房。 ”包家乡鹞落坪村村委会主任汪天
佑说，全村 300 多户人家就有 40 多户发
展农家乐，户均年收入达 15 万元。 几年
前，村民朱帮霞还是村里的贫困户，靠打
工、砍树、种药材生活。 2013 年以来，她
家建起“朱大姐驴友驿站”农家乐，现在

每年毛收入超过 40 万元。 “我们这里的
生态好、空气好，一到夏天游客特别多，
床位非常紧俏 ， 他们不预订根本住不
上。 ”朱帮霞说。

以“清凉游”为特色的乡村生态旅游
产业改变了当地群众的生活观念。 “环境
干净卫生是每位游客住宿的第一要求。现
在，大家都知道要搞好环境卫生，厕所改
造成水冲式，屋里屋外的家具、生活物品
等摆放整齐美观。大家的言行更加文明。”
黄尾镇宣传委员王英豪说。

岳西县文旅体局党组成员赵志文介
绍，近年来，每年来岳西县避暑的游客超
过 10 万人次，为当地群众带来直接收入
超过 1 亿元，成功打通了“绿水青山”向
“金山银山”转换的一条新通道。

7月 20日，由阜阳市委组织部、共青团阜阳市委、阜阳市人社局联合开展的“‘皖’美暑假、‘阜’兴有我”2021安徽省阜阳市“返家乡”
政务实习活动启动。 来自中国政法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等 125所高校的 218名阜阳籍大学生参加此次实习。 特约摄影 王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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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何

雪峰 ）宿州市埇桥区
制订实际种粮农民
一次性补贴资金实
施方案 ，压实各级各
部门责任 ，于日前完
成种粮农民一次性
补贴发放。

发放种粮农民一
次性补贴是通过对种
粮农民安排发放一次
性补贴资金， 保障农
民种粮收益、 稳定种
粮农民收入、 支持粮
食生产的一项重要措
施。 据埇桥区财政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 ，埇
桥区种粮农民一次性
补贴共涉及全区 32
个乡镇 （街道 ），发放
对象为实际种粮农
民、国有农场、种粮大
户及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 根据乡镇上报农
业部门核定的面积等
情况， 综合确定一次

性补贴发放标准为 19.67 元/亩。
目前，埇桥区已完成包括 238937 户

实际种粮农户在内的补贴对象的一次性
补贴资金拨付。

铜陵发布“城市超脑 2.0”建设规划

本报讯 （记者 刘洋 通讯员 钟

坚 ）7 月 21 日 ，铜陵市正式发布 《铜陵
城市超脑 2.0 建设规划方案》。 该市将
打造更精细、更完善 、更智慧 、更高效 、
更经济的 “城市超脑 ”，提升城市治理
智能化水平。

铜陵市自 2019 年开始建设“城市超
脑”，打造“城市超脑+部门行业子脑+社
区微脑”三位一体的城市超脑体系，在城
市管理、智慧交通、社区治理、重点安全、
民生服务、生态环保、宏观决策等 7 大领
域推出 27 个智慧应用场景，在推动政务

服务数字化、治理模式变革、便民惠民应
用等方面取得成效。

铜陵“城市超脑 2.0”在现有铜陵“城
市超脑”建设成果的基础上，重点推进城
市超脑运营管理中心建设工程、 数字城
市操作系统建设工程、 决策分析综合应
用平台建设工程、“一网统管” 综合应用
平台建设工程、 应急指挥综合应用平台
建设工程、 城市超脑产业创新中心建设
工程等 6 大工程建设， 并将持续丰富智
慧应用场景。

安庆强化重点乡镇人居环境整治

本报讯（见习记者 陈成）安庆加大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力度，今年 7 月起，每
个县（市）将选择 2 个乡镇，每个区将选
择 1 个乡镇作为市级重点整治乡镇。 重
点整治乡镇将根据现有条件，围绕厕所、
垃圾、污水“三大革命”和村庄清洁行动
内容，明确人居环境整治的重点任务、关
键举措，明确时间表、制定路线图，集中
力量、挂图作战。

该市要求全市镇政府建成区要在一
定期限内实现垃圾集中收运、河塘沟渠水
清岸绿、无乱搭乱建、道路通达、绿化亮化
达标、生活舒适宜人的目标。 镇域内要在

一定期限内实现主要道路沿线、 沟渠两
岸、池塘周边、工业园区、中心村、规模较
大自然村内农户房前屋后和庭院无暴露
垃圾、无黑臭污水、无废弃建筑、无破旧广
告、无乱搭乱建、无乱堆乱放的目标。

为解决全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进展不均衡问题，安庆市将开展人居
环境整治季度督导评估，结果纳入各地
乡村振兴年终考核。 对在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中漠视群众利益 、敷衍应付 、搞假
整改、搞形式主义 、做表面文章或推诿
扯皮、履职不力的 ，依纪依规严肃追责
问责。

池州严查长江非法捕捞案件

本报讯（记者 徐建 见习记者 阮孟

玥）7 月 21 日， 记者从池州市长江禁捕
退捕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实行长
江全面禁捕以来， 该市市场监管部门查
处涉渔相关案件 45 件，渔政执法部门查
办违法违规案件 144 件， 公安部门侦办
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案件 97 件。 目前，
该市长江禁捕退捕实现渔民全部上岸，
渔具全部销毁，补偿全部到位，长江全面
禁捕。

该市建立长江 “十年禁渔 ”包保联
系制度， 多措并举助力渔民转产就业，

政策兜底保障渔民妥善安置，深入落实
渔民就业动态台账、企业用工需求清单
等就业帮扶机制 ；加大岗位推送 、职业
介绍和职业指导力度，对退捕渔民参加
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定额资助。 同时，持
续联勤联动 ，筑牢禁捕防线 ，多部门聚
焦重点场所、跨界水域，保持高压管控，
斩断非法交易链。

今年以来，池州市共查办长江水域
违法违规案件 50 件， 扣押渔具 200 余
副，劝离垂钓人员 1760 余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