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红”吆喝，葡萄园变“网红地”

■ 本报记者 林春生

本报通讯员 万伦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给
大家介绍的是铜陵金果园农业科技公
司种植的葡萄。 这里的葡萄个大、饱满、
好吃 ，价格也很实惠 ，欢迎大家前来购
买……”7 月 27 日， 铜陵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金果园农业科技公司的种植大棚
内，铜陵“网红”康康拿着手机，在直播中
介绍种植园内的葡萄。

直播现场 ，康康或现场试吃推介 ，
或与网友互动 ，在他的带动下 ，直播间
人气飙升 。 记者在直播页面的弹幕上
看到 ， 网友们不断刷屏 ，“葡萄看起来
不错 ！ ”“葡萄多少钱一斤 ， 怎么下单
呀 ？ ”……热闹的种植大棚内 ，一串串
晶莹剔透 、鲜嫩水灵的葡萄挂满枝头 ，
再加上生动有趣的直播 ， 让葡萄种植
园秒变“网红地”。

此次直播是一场公益活动 ， 整个
直播过程在铜陵 “义安融媒 ”微信视频

号一直连线 ， 帮助种植户拓宽产品销
路，助力种植大户增收。

“现在正值葡萄上市，由于近期台风
影响，雨水较多，给我们葡萄销售带来一
些影响。 ”种植园负责人洪文说，今年他
种植了 45 亩葡萄， 总产量 6 万斤左右，
目前已经销售 3 万斤， 近期由于台风影
响，还剩下 3 万斤滞销。 “铜陵国家农业
科技园区了解后， 邀请了网红达人帮我
们直播， 拓宽了产品销售渠道， 太感谢
了！ ”洪文激动地说。

铜陵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核心区共有
各类农业市场主体 33 家，水果种植面积
1400 余亩，今年上半年 ，该园区特色经
果林产值达 1200 万元。

近年来 ， 园区根据实际营销环境
和销售情况 ， 指导企业打破传统营销
手段 ，通过 “线上线下 ”多渠道销售体
系 ，瞄准 “网红经济 ”带来的市场和经
济效应 ， 利用直播平台对农产品宣传
推介 ，较好地拓宽了农产品营销渠道 。
园区还积极引导电商企业 、 重点电商
店铺 、淘宝村 、农村淘宝店等 ，树立农
产品品牌意识 ，以铜陵白姜 、凤丹等地
方特色优势产业为重点 ， 提升农产品
形象和市场竞争力 ， 助力农业高质量
发展。

荩 8月 4日，合肥市西园
新村小学南校的学生 ，在
浅水湾社区科普志愿者引

导下，做科学实验、学地质
知识，提升科学素养。今年
暑期， 合肥市在全市范围
内推广社区与志愿者课堂

联动， 让孩子们在家门口
就可以免费参与科普 、文
体、 艺术等丰富多彩的兴
趣课堂活动。

本报记者 杨竹 摄

日前，滁州市南谯区银西社区开展“珍爱生命 预防溺水”主题宣传活动，
社区志愿者通过鲜活的案例和播放视频、知识抢答等多种形式，告诉孩子们发
生溺水时应如何处理和自救。

本报通讯员 董超 许平 摄

8月 3日，在明光市文化馆里，学生在参加暑期少儿京剧免费培训。 今
年暑期，明光市文化馆通过“线上线下齐步走”模式，开展非遗剪纸、少儿京
剧、舞蹈、美术书法教学等系列活动。

本报通讯员 王绪波 尹思源 摄

开启社区善治新格局
———记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铜陵市铜官区幸福社区党委

■ 本报记者 刘洋

7月 19日早晨，铜陵市铜官区幸福社
区市建新村第五党支部书记陈天玲，早早
地来到了社区老党员调解室值班。 “可别
小看这个调解室，作用大着呢！ ”陈天玲
说，调解室是为群众服务的平台，也是老
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重要阵地。

幸福社区辖区只有 0.56 平方公里，
但辖区内有党员 1600 多人，在社区居住
并到社区报到的党员有 514 人， 其中退
休老党员占 84%。“退休老党员如果不参
加组织活动， 时间久了精神上容易 ‘退
休’，一定要让老党员讲起来、动起来、活
起来。 ” 幸福社区组织委员崔琳告诉记

者， 幸福社区党委积极拓宽党员学习阵
地，在铜陵率先成立社区党校，设置“六
讲课程”， 破解社区党员学习教育问题。
以老党员为主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成
立“幸福巡逻队”、设立“老党员调解室”
等，让党员活动经常化、日常化。 去年防
疫关键时期， 幸福社区的老党员在卡点
驻守、社区宣传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赢得了群众称赞。

幸福社区以老旧小区为主，社区内树
木、电线交织，存在安全隐患。 在社区党委
牵头下，辖区交警、电力、园林等部门和单
位协同工作，清理车辆、修剪树木枝丫，树
线交织安全隐患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

“社区党委与辖区企事业单位党组

织组建了党建联盟， 形成了社区党建联
盟‘吹哨’、辖区支部‘报到’的格局。 ”铜
官区副区长、 幸福社区党委书记朱军表
示， 以党建形式让社区链接辖区单位和
外部资源，赋予了社区解决难题的抓手。

走进幸福社区办事大厅， 记者发现
这个“老社区”还是个“潮社区”，不但百姓
办事“一个窗口”，还接入了铜陵“城市超
脑”。 “社区借助‘城市超脑’，依托大数据
和红外监测等技术，在孤寡、独居老人门
上安装‘智能猫眼’，一旦老人长时间不出
门，网格员就会及时上门查看。 ”朱军说。

“城市超脑”“党建联盟”“法治超市”
“邻里中心”……近年来，幸福社区不断
涌现新名词，这些新名词、新事物让社区

处理公共区域的操心事有办法， 解决邻
里之间矛盾有平台， 推动社区大事协商
有载体。 幸福社区这个 90%区域为老旧
小区、30%居民为老年人口的 “难管”社
区被治理得有温度、有活力，荣获全国先
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
全国智慧养老示范街道等国家级荣誉 8
项，获得省级荣誉和授牌 20 多个。

“社区治理水平直接关系到百姓的
幸福感、获得感，社区党委始终坚持问题
导向，不断强化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
为群众当好‘管家’。 ”朱军表示，他们将
继续坚持党建引领， 进一步擦亮现有品
牌，聚焦问题探索社区治理新方法、新路
径，努力开启社区善治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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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北抽检学校采光照明

本报讯（记者 丁贤飞 通讯员 于金

龙） 为改善优化青少年视力健康环境，8
月 1 日，淮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教育
局联合开展的托幼机构、校外培训机构、
学校采光照明“双随机”抽检启动。

淮北市以“双随机”方式抽取抽检人
员和受检托幼机构、校外培训机构，督促
辖区不达标学校、托幼机构、校外培训机
构改进教室 (教学场所 )采光照明条件 。
抽检内容包括托幼机构儿童活动室的直

接天然采光、采光系数、窗地面积比、照
度平均值等项目符合情况， 校外培训机
构教室(教学场所)采光方向、采光系数、
窗地面积比、防眩光措施、室内表面反射
比、装设人工照明、课桌面照度、黑板照
度等项目符合情况。

该市将采光和照明达标情况纳入
政府投入的新建、改建、扩建的学校、托
幼机构建设项目设计与竣工验收的主
要内容。

萧县放流 240万尾鱼苗
本报讯（记者 何雪峰 通讯员 张祖

北）8 月 3 日， 萧县 2021 年度增殖放流
活动在黄河故道湿地保护区举行，经过
公证处公证，在当地纪委监委及黄河故
道湿地保护区等相关部门负责人的共
同见证下，工作人员往黄河故道湿地保
护区投放了检疫过的 240 万尾鲢鱼、鳙
鱼、草鱼等鱼苗。

此次为萧县第 7次增殖放流活动，累
计放流鱼苗 885万尾。该县采用招投标的
方式购买鱼苗， 与相关单位签订护养协
议，确保放流鱼苗的成活率在 85％以上。

近年来， 萧县高度重视水生生物资

源的养护工作，大力实施针对水域污染
与生态灾害的科学防治，建立污染减量
排放和达标排放制度，强化污染水域环
境应急监测和水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严
控污染物向水体排放；实施水域生态修
复工程，通过闸口改造、建设过鱼设施等
举措，恢复池塘河湖鱼类生态联系，维护
水域生态的完整性；通过采取水域生物
控制、放养滤食鱼类、底栖生物移植和植
被修复等措施，加强富营养化严重水域
的综合治理；推进科学养殖，积极探索传
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生态养殖模式，推广
健康生态养殖技术。

戴自明同志逝世
本报讯 中共党员、马鞍山市政府原

副市长、市政协原副主席戴自明同志，因
病于 2021年 8月 7日逝世，享年 77岁。

戴自明同志，1944 年 6 月出生，安
徽和县人，1964 年 9 月参加工作，1971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和县县委

办副主任，西埠区委副书记、革委会副
主任兼范桥公社党委书记，乌江区委书
记，和县县委副书记、县长，含山县委副
书记、县长，马鞍山市政府副秘书长，马
鞍山市委常委、当涂县委书记，马鞍山
市政府副市长， 马鞍山市政协副主席。
2007 年 7 月退休。

戴自明同志遗体定于 2021 年 8 月
10日上午 8：00在马鞍山市殡仪馆火化。

“国家彩票公益金大病儿童救助项目”拨款到位

3854名白血病和先心病儿童获资助
据新华社电（记者 徐壮）记者从中

国红十字基金会获悉，“国家彩票公益金
大病儿童救助项目”2021 年度第一批资
助款日前拨付到位，3854 名白血病 、先
心病儿童获得资助。 救助项目由中国红
十字会总会负责、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具
体实施。

今年是“国家彩票公益金大病儿童救
助项目”在“十四五”时期的首个实施年
份。 该项目于 2021年 6月通过财政部审
核，“十四五”时期的资金预算较“十三五”
时期增长 60%，预计救助 60000余名白血
病和先心病儿童。其中白血病儿童救助年

龄由 0-14周岁扩大到 0-18周岁。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有关负责人表

示，在做好项目执行的基础上，中国红基
会还将广泛动员社会力量， 通过发展定
点医疗机构、组建专家团队、开通医院直
通车紧急救助模式、 开展先心病筛查行
动等方式， 为防止大病儿童家庭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作出积极贡献。

“国家彩票公益金大病儿童救助项
目”于 2009 年起获得中央专项彩票公益
金的支持，12 年来累计拨付资金 15.558
亿元 ， 救助白血病 、 先心病儿童超过
54000 名。

宿松开展“党员干部暑期走一线”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杨东晓 高灿文）今
年暑期， 宿松县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开展
党员教师暑期走访活动， 收集学生及家
长建议， 关注暑期留守儿童防溺水及交

通安全教育，关爱留守儿童身心健康，辅
导留守儿童暑期学业。

该县教育部门就暑期留守儿童防溺
水及交通安全教育、 身心健康关爱等方

面，组织开展“党员干部暑期走一线”活
动，重点关注单亲家庭学生、心理健康问
题学生、留守儿童青少年。 组织大学生暑
期支教团队，采取“一帮一”“一帮多”方式

结对帮扶学习困难孩子。 宿松县特教学
校组织全体党员及志愿服务教师， 深入
22个乡镇 100 多个村组， 为 109 名适龄
残疾儿童送教上门。

该县组织党员教师通过一线大走
访 ， 广泛收集学生及家长对学校工作
的建议 。 对于已经随亲外出度假的学
生及其家长 ，通过电话 、网络等方式加
强联系。

8 月 3 日 ，工
人在阜阳新华书

店有限公司运营

部仓库内分拣、搬
运新学期教材。 连
日来，阜阳新华书
店有限公司加紧

对 本 市 颍 州 、颍
泉、颍东三区城乡
大中专院校以及

中小学的新教材

和教辅用书进行

分发配送。
特约摄影 王彪

这是青春的模样！
卢羽晨

杨倩、管晨辰、李雯雯、全红婵……
当中国队“00 后”纷纷登上东京奥运会
最高领奖台时，人们惊喜地看到，更加个
性化的一代中国健儿， 在追逐梦想的过
程中拥有了更加自我的表达： 小黄鸭发
卡、 辰式亲亲、 雯雯比心……就连那些
“凡尔赛” 语录都让人忍不住会心一笑：
这是青春的模样！

巩立姣、吴静钰、庞伟、董栋等，还有
更多的其他运动员， 他们已经多次出现
在奥运赛场。 和“00 后”相比，他们是当
之无愧的前辈。 但是他们在赛场上展现
出的顽强斗志， 依然让人们看到青春的
风采。 他们，和“00 后”一道，在赛场内
外，展示出梦想的力量！

人们喜爱奥运冠军， 人们又不单单
只喜欢奥运冠军。体育的迷人之处，是那
熊熊燃烧的斗志，是那拼搏努力的坚持，
是那敢于挑战的勇气， 是那智慧闪烁的
灵魂，是那善良美好的人性。

赛场外，苏炳添在备战期间的博士论
文研究短跑，吕小军的原创品牌力量健身
器材销量激增，吴静钰跆拳道培训馆日渐
壮大，“生意达人” 巩立姣开过干洗店、奶
茶店、甜品店、海鲜店、健身房……他们不
仅拥有奥运冠军的光环， 更加拥有充满
烟火气的人生。

从更宏大的角度来看， 现如今的奥
林匹克格言也向着更加凝聚人心的方向

迈进：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对于
运动健儿来说， 冠军的定义绝不仅局限
于小小的领奖台。奥运舞台，不仅较量运
动实力，更展示综合能力。 说到底，奥运
会原本的意义就不止于竞技， 而是有更
加深远的现实意义。

体育的内涵和价值， 绝不仅是竞技
而已。新时代的中国体育，承载着国家强
盛、民族振兴的梦想。 《体育强国建设纲
要》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改革创新、依
法治体、协同联动。到 2050 年，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 人民身体素
养和健康水平、 体育综合实力和国际影
响力居于世界前列， 体育成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

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 清楚掌握赛
事规则、科学制定训练方案、关切队伍心
理健康和思想建设、 捍卫运动员全面发
展的权力、 持续提升体育人口基数助力
健康中国建设、 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化竞
赛体系、提升中国体育国际影响力……

这一系列任务，也意味着中国体育建
设者们肩负了更高更紧迫的时代要求，同
时也要以更加积极主动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交出一份不负韶华的历史答卷。平
安
快
乐度暑
假

·乡村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