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张理想 版式/常欢欢2021年 8月 27日 星期五乐游天下·区域风采

·红色讲解员讲百年党史·

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
讲述：滁州市小岗村旅游投资管理公司 邓淑贤

整理：本报记者 张理想

翻开百年党史的鸿篇巨制，1978 年是一个闪光的
历史节点，中国农村改革在这里铭刻下永恒的印记。

那年初冬的某日， 地处淮河流域的凤阳小岗村早早
地飘下冬天里的第一场雪。 时近黄昏，灰蒙蒙的天压得很
低，风呼呼地响。低矮的茅草屋里，一盏小小的煤油灯忽
明忽暗， 里面坐着 18位庄稼汉， 他们一个个眉头紧
锁，有的唉声叹气，有的埋头抽着旱烟，没有人说话。

过了很久， 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率先打破沉
默：“这样不行啊，咱们小岗村有那么多土地，大部
分都撂荒了。解放这么多年了，咱还吃不饱肚子，要
一起想个办法啊！”“能有什么办法？吃粮靠返销，用
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 ”一个村民说。 “是啊！我们
又不愣又不傻，年纪轻轻去要饭，遭了那么多白眼，
真丢人啊！ ”……一打开话匣子，大家就议论开了。
严宏昌突然提高了嗓门：“如果大家愿意，咱们

就分田单干！ ”“分田单干？会不会坐牢杀头啊？！ ”一
个反对的声音道出了大家的顾虑。 严宏昌说：“咱们不
能等着饿死。要不我们偷偷地分，大家都不要往外说。分
了以后，大家下劲干，秋天把公粮交了，集体提留也交
了，剩余的粮食都是自家的。 你们看怎么样？ ”

“如果能这样，当然好了”“我早就想这样干了”“这
样干是非法的，要被抓去坐牢怎么办？”……短暂的沉寂
后，一位社员大胆地说：“你们如果被抓去坐牢，我们大
家一起把你们的孩子养到 18 岁！ ”

是的，“分田单干”在当时就是这么危险，提出“分田单
干”需要这些人做好“坐牢”的思想准备、带着“托孤”的决
心。那是“文革”十年浩劫刚刚结束的 1978年，是人越干越
懒、地越种越荒、粮越收越少的年代。来的时候，这 18位庄
稼汉子没敢和家里人说，但“分田单干”的决定都暗暗藏在
心里。

大家商量到深夜， 严宏昌总结道：“如果你们同意，
就分田单干。愿意的就画押、按手印，保证不说出去。”18
位庄稼汉子一个接一个地表态：“能”“行”“好”。说着，严
宏昌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空烟盒，拆开铺平，写道：“我们
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
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
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割头也干（甘）心，大家社
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随后，18 位农
民一一在这张契约上用力地按下了自己的手印。 1978
年 11 月 24 日，历史定格在这一刻！

时间以它特有的方式记录了每一个奋进者，也留下
了每一个辉煌的瞬间。 18 个红手印的壮举，原本是想擦
一根火柴相互取暖，却点亮了一个璀璨的世界，掀开了
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2016 年 4 月 25 日，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小岗时感慨
道：“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
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 ”

■ 本报记者 张理想

江淮大地拥有丰厚的文化滋养、丰富的非
遗资源。 我省全力推动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
让非遗传承保护与旅游创新发展相得益彰，邀
请畅游安徽的游客，赴一场视听嘉年华，品一
段江淮烟火味，把徽风皖韵带回家。

既有好看的，又有好吃的———

江淮非遗魅力无限

“新安关酒酿，又香又甜的酒酿！ ”“徽味和
黄山烧饼，快来尝一尝！ ”夜幕降临，歙县徽州
古城“非遗夜市”便热闹起来，众多摊位上各类
徽州传统手工艺、 非遗老字号产品琳琅满目，
吆喝声、寒暄声、讨价还价声，充盈着游客的耳
朵。 每个摊位都体现古徽州商市的复古风格，
再配上一盏古朴的灯笼， 洋溢着浓烈的文化
味，让游客体验到老徽州的烟火气，更留住了
游客匆匆的脚步。

走过历史长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道动
人的风景，传承着原生态的文化基因，保留着
具有当地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文化精髓。 安徽，
是名副其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 目前，全
省拥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3 项， 国家级 99
项，省级 479 项，市、县级 5600 余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119 名，省级 792 名，市、
县级 7100 余人。

传统戏剧黄梅戏、徽剧、庐剧、泗州戏，传
统舞蹈花鼓灯 、龙舞 、傩舞 ，传统音乐巢湖民
歌、桐城歌、寿州锣鼓，传统民俗肘阁抬阁、界
首书会、轩辕车会，传统曲艺渔鼓道情、清音、
淮河琴书……这些极具观赏性的非遗项目 ，
扎根于江淮大地的秀美山川， 浸润着江淮儿
女的生活智慧。

符离集烧鸡、淮南牛肉汤、阜阳枕头馍、无
为板鸭、绩溪挞粿、黄山烧饼……经过一代代
人的双手，日常料理、寻常菜肴逐渐形成别致
的口味，食材、火候、刀工、调料逐渐形成有序

的传承，享用非遗技艺的美食也不再局限于果
腹，而是拥有了程式感和文化味。

书画家用宣纸徽墨展现丹青构思，建筑师用
徽州三雕升华设计创意，温馨的家庭用界首彩陶、
淮南剪纸营造文艺氛围……那一件件源自传统
技艺的非遗作品，浸润江淮大地的风土与人情，凝
结传承人的智慧与汗水，从古代走进当代，依然具
有独特的审美意趣以及不可替代的实用价值。

走进新时代， 有的非遗项目仍然大放异
彩，为百姓生活增添无穷乐趣；有的虽然离现
实生活越来越远，却依然魅力不减，始终牵动
着群众期盼保留记忆的情结。 无论如何，只要
非遗项目一登场，总能迅速聚拢人气，增加欢
乐热闹的氛围。

这边逛一逛，那边买一买———

特色非遗添彩旅途

走进界首市博物馆 “界首彩陶陈列馆”，一
股浓郁的乡土文化气息便迎面扑来， 一件件不
同历史时期的彩陶映入眼帘，大小不一、器型各
异、图案迥然，让人仿佛进入彩陶艺术的殿堂。
界首市博物馆馆长赵冰介绍：“为了让青少年深
入了解家乡的文化底蕴， 我们专门开辟一片区
域，常态化开展彩陶体验活动，带领孩子们学习
彩陶知识、接触制陶技艺，逐渐发展为具有参与
性、互动性和体验性的社教文化品牌活动。 ”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 旅游是文化的载体。
吃住行游购娱，谓之“旅游六要素”。 非物质文
化遗产中的美食制作技艺、 工艺美术精品、传
统戏剧舞蹈民俗等项目，恰恰契合现代旅游业
不可或缺的吃饭、购物、娱乐需求。 推进旅游与
文化融合，将非遗引入旅游，能够满足游客个
性化、多样化的旅游体验，秀美的山川会因厚
重的文化积淀而倍增魅力，旅游的过程也会因
特色的非遗项目而彰显乐趣。

合肥“刘鸿盛”的冬菇鸡饺、黄山“胡兴堂”
的黄山烧饼、蚌埠“雪园小吃”的酒酿浑汤四色
元宵……传承非遗美食制作技艺， 一个个驰名

四海的“老字号”品牌孕育而生。 对于当地
“土著”而言，“老字号”是一张推介家乡的
亮丽名片； 对于外地游客而言，“老字号”
则是不可错过的旅游“地标”。

文房四宝、徽州三雕、芜湖铁画、阜南
柳编、淮南剪纸……无论时代的脚步如何匆
忙，人们总是期待走近传统技艺，在非遗作品
前驻足观赏，从中解读地域文化的风韵，品味
工艺构思的巧妙。 旅游，搭建起一座探访传统技
艺的桥梁，让游客透过一件件非遗作品，打开岁
月沉淀的历史记忆，欣赏手工打磨的奇思妙想。

黄梅戏、徽剧、庐剧、泗州戏等发端流传于
江淮大地的传统戏曲，成为接待四海宾朋的“保
留节目”。 黄山轩辕车会、屯溪舞龙舞狮、绩溪县
赛琼碗、郎溪县跳五猖、临泉肘阁抬阁、亳州大
班会等独具特色的非遗民俗类项目充分融入乡
村旅游，成为推动地方旅游发展的文化招牌。 九
华山庙会、全椒走太平、徽州区上九庙会等民间
庙会，为当地旅游注入多彩的文化元素。

展示风景里，传承生活中———

传统非遗走进时代

临泉杂技，民间文艺百花园中一朵绽放的
魅力奇葩。 目前，临泉县拥有杂技团队近千个，
从业人员超 2 万人。 近年来，临泉县在大力支
持杂技精品创新、群众性杂技艺术活动、杂技
团队建设的同时，着力推动民间杂技艺术与旅
游项目深度融合。 如今，一座蔚为壮观的“杂技
小镇”在长官镇拔地而起，成为集看杂技、听戏
曲、访古迹、品美食于一体的现代旅游小镇。

离开了生活的非遗传承是无源之水、 无本
之木。 只有进入人们的生活，非遗才能真正“活”
起来、传下去。 借助快速发展的旅游产业，传统
非遗更好地走到百姓中间、走进现代生活。 从民
舞品茗艺术之旅到文房四宝诗画之旅， 再到皖
南非遗文化之旅， 一条条精心开发的旅游线路
将一项项非遗民俗技艺、 一座座非遗传习基地
与瑰丽的山川、古老的村落串在一起，为游客奉

上品味江淮民俗、体验徽风皖韵的旅游导览图。
省文化和旅游厅非物质文化遗产处相关

负责人说：“‘非遗+旅游’将适合景区展示展演
的花鼓灯、黄梅戏、大别山民歌等传统舞蹈、戏
剧、杂技类非遗项目引入景区，非遗传承人驻
点演出并现场传授技艺，既丰富了旅游形式内
涵，又促进了非遗传承保护。 ”

文化资源是旅游的核心资源， 旅游的潜力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的魅力和吸引力。 凡是
旅游吸引力、竞争力强的地方，都是有独特文化
品格和文化魅力的地方。近年来，我省在健全非
遗保护规章制度、 建立非遗项目名录体系的同
时，一方面推动传统工艺振兴，开发出一批手工
精湛、面向大众、具有非遗元素的传统工艺品及
衍生品，打造颇受游客欢迎的旅游商品；一方面
推广非遗展示展演，开展“非遗进景区”等活动，
让五湖四海的游客领略安徽的非遗魅力。

题图：2021 年“非遗进景区”———安徽省传

统戏剧扶持项目汇演比赛在宿州举行。
本报通讯员 丁辉 摄

·旅游视点·

非遗+旅游
文化瑰宝绽放魅力旅途

客商在阜阳市全域旅游推广月上观看“龙
虎尊”柳编工艺品。 （资料图片）

特约摄影 王彪

当下，“双碳”目标升级为国家战略，新能源
汽车产业被列为重点发展产业。 发展新能源汽车
成为安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促进节能减排和绿
色发展的重要举措。 2021 年以来，得益于市场与
政策的双重利好，一大批投入产出大、经济效益
好、带动力强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项目纷纷到肥西
洽谈，意向落户肥西经开区。

抢占产业发展战略制高点 提升区域

综合竞争力

肥西经开区一直是 “肥西工业发展的主平
台”。 目前，园区入驻企业上千家，其中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 190 余家。 经过三十多年发展，基本形
成以江淮汽车、TCL 电器为龙头的汽车及配套、
家电及配件两大主导产业，以泰禾光电、亿帆生
物、安利材料为龙头的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新材
料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江淮汽车是国家级创新
型企业，也是是园区汽车产业龙头企业，产值贡
献大 ，产业带动性强 ，在整车制造 、核心动力总
成、自动变速箱、软件系统、汽车关键零部件研发
等方面实现技术突破与创新，比肩国际水平。

“十四五”期间，肥西经开区将主动融入国家
与省市“双碳”战略布局，将培育壮大“新能源汽
车产业”作为肥西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纵深
推进链长制工作，做到壮大本土企业与引进外部
企业相结合、扩大产业规模与提升产业层次相结
合、重大项目引进与行业品牌打造相结合，全面
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

紧盯产业链高端环节 打造汽车战略

性支柱产业集群

肥西经开区锦瑞汽车部件公司依托气门室
罩盖产品的自我创新，已在国内汽车零部件行业
崭露头角。 该公司将创新融入发展脉络，每年投
入相当于销售额 10%的经费用于研发新产品。 如
今“依靠创新驱动，抢占产业链高端环节”已成为
肥西经开区汽车企业的发展共识。

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肥西经开区将立足园
区现有汽车产业基础及发展新趋势，围绕“电动
化、智能化、轻量化”三大方向，推动产业向“新能
源和智能网联汽车”转型，实现园区汽车年产量、
新能源汽车产量双提高，打造汽车战略性支柱产
业集群。

依托江淮汽车推动整车提档升级，向中高端
转型。 实施强链补链延链工程，鼓励电子信息及
新能源领域企业与整车骨干企业深度合作。 该
经开区还将推进汽车零部件数字、智能、智慧工
厂建设，构建融合原材料供应链、整车制造生产
链、 汽车销售服务链的大批量定制化汽车零部
件生产新模式， 努力将产业链高端环节握在自
己手中。

强化要素资源保障 打造新能源汽车

产业创新发展共同体

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关键核心技
术支撑，更离不开要素资源的保障。 当下，肥西经
开区正发挥其在整合人才、资本、土地、政策方面
的优势，与汽车企业携手，打造“产业创新发展共

同体”。
人才要素保障上， 持续用好人才第一资源、

激发创新第一动力，在全球范围内确定“双招双
引”重点企业、核心技术、高端人才团队，对高层
次人才、企业高管给予购房、租房与生活补贴。

资本要素保障上，提升政府投资基金运营效
率，引导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入，支持龙头企业
并购整合，支持重点企业上市，首发上市最高给
予 2100 万元一次性奖励。

土地要素保障上， 优先保障新能源汽车、生
物医药等战新项目用地， 加快推进 “标准地”改
革，积极推动指标报批，保障在急项目指标到位、
顺利开工。

政策要素保障上 ， 借助省市县创新发展 、
高质量发展政策 ，引导企业加大技改 、研发和
品牌投入 ，加强品牌宣传营销 ，构建产业发展
良好生态。

此外，肥西经开区通过不断深化“放管服”改
革，吸引更多产业要素资源集聚，加快提升新能
源汽车产业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如今的肥西经开
区，正沿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生态优化、开放
合作”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大踏步前进。 （张正彩）

肥西经开区：
培育壮大新能源汽车产业 注入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

机声隆隆、车辆穿梭……日前，合肥高
新区规模最大的民生安置房项目———城西
桥家园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场面。

千人作业不停，8000 余套安置房有序推
进。 城西桥家园 B 组团规划 25 栋住宅楼，目
前正加紧地库及 1-4 层结构施工，现场每天
千余名工人有序忙碌。 该项目涉及约 25000
名群众回迁安置问题 ， 总用地面积约 610
亩，总建筑面积约 155 万平方米，可提供安
置房屋 8056 套。

精品项目建设专班，督安全抓质量提进
度。 目前 A 组团单体楼施工快速推进；C 组
团部分楼栋已施工至 12 层。 合肥高新区重
点工程管理中心介绍，当前各组团组建多个
攻坚突击队，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开展“我的

项目必精品”主题活动，对工期、质量、安全
等提高标准，采取“主要领导包联、专班聚力
推进”的模式，有序推进项目建设。

首开先例，“铝模+爬架”助力提速增效。
“C 组团原本包围楼体的脚手架、防护网被颜
色清新的 ‘蓝帽子 ’取代 ，工地内部干净整
洁。 ”项目负责人沈砚秋介绍，“蓝帽子”就是
“铝模+爬架”， 即铝合金模板支撑体系和外
墙附着式提升架。 高新区在项目首开先例引
入，施工效率和安全性大大提升。

“目前整体工程进展迅速，预计明后年
相继建成交付，确保把安置房工程打造成百
姓放心的精品工程。 ”重点工程管理中心相
关负责人表示。

（张婷）

合肥高新区：
安置房建设如火如荼

近日，合肥市蜀山区西园街道、岳西新村
社区联合开展“幸福民生‘袋’回家”民生工程
宣传月活动， 活动邀请到合肥市第五十中学
西校区 15 名青少年，用在环保布袋上作画的
方式，宣传绿色环保理念，倡导低碳生活。

活动中，学生们充分发挥想象力，围绕蜀
山区民生工程项目主题进行作画， 反映民生
工程实施成果、 百姓心声和美好蓝图：“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表现了享受民生工程项
目以后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景象；“养老服务和
智慧养老” 展现了老年人幸福的晚年生活；
“文化惠民工程”描绘了少年儿童参加社区文
化活动的欢乐心情……每一幅画作都反映出
民生工程实施所带来的新变化，别出心裁、趣
妙横生。

环保布袋绘画结束后 ， 同学们佩戴好

“小小民生宣传员”的绶带，在辖区内发放宣
传手册，介绍和讲解民生工程项目内容等，倡
导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多用环保袋、 少用塑料
袋，并将精美的环保布袋赠送给辖区居民。

（刘宁 曹腾飞 孙雨静）

环保布袋画出新意

走进宿州市埇桥区沱河街道宿东社区爱
心养老服务站， 一幅其乐融融的画面映入眼
帘：老人三五成群，谈天说地，老有所乐。当地
创新举措推出养老服务，为完善社区养老，提
升服务质量注入了新的活力。

为进一步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宿东
社区通过对养老站点进行适老化改造， 联合
爱心服务团队成立助老员队伍， 引进爱心养
老服务有限公司入驻，参与社区养老建设。社
区构建机构养老家庭化，社区养老便利化，居

家养老专业化的服务机制。
服务站于 2020 年 9 月正式运营。 服务站

围绕社区内 6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 侧重高
龄、失能、失智、失独及其它托老需求，为老人
提供生活照料、医疗保健、家政等服务。 目前
每月开展居家上门服务 700 多次， 站点接待
老人 1200 人次。 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下
一步，服务站将适当增加服务人员，进一步扩
大服务人群数量， 努力为辖区老年朋友提供
更加优质的服务。 （张弛 桂振岭）

特色养老惠民心

近日， 泗县人民医院进一步加强组织建设，
坚持“党建+防疫+业务”同部署，扛牢政治责任，
夯实组织壁垒，突出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持续为
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扛牢政治责任。 “公立医院承担着为人民提
供基本医疗服务的责任，我们坚持以人民健康为
中心，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泗县人民医院党委
书记李宝军介绍说，该院发挥党建引领的定盘星
作用，将防疫、业务工作同步落实，通过建立防控

调度机制，每日对防控点位进行督导检查，筑牢
疫情防控堤坝。

夯实组织堡垒。 该院围绕“四有”医院目标，
实施“堡垒工程”，把支部建在科室上，设置 9 个
党支部，在职党员 203 名，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稳
扎稳打，对照目标任务建立责任清单，实施严格
考核。 同时强化外防输入工作措施，加强督查问
责，通过召开对商会形式，问题现场解决，确保疫
情防控无死角。

充分发挥先锋模范带动作用。 疫情防控工作
中，该院坚持以“党员责任区”“共产党员先锋岗”
为引领，激励党员干部当先锋、作表率。 全院党员
干部积极参加核酸检测工作；150 多名党员干部
及职工放弃休息开展测温、流调；总务科技术人
员每日巡查机组等重点设施状况，确保医院安全
生产等。 通过打出防疫“组合拳”，实现了防疫、业
务两不误，用忠诚与担当筑起疫情防控的“铜墙
铁壁”。 （戴安君 刘海峰）

多举措防疫情 全方位保健康

肥西经开区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

学生们用在环保布袋上作画

的方式，，宣传绿色环保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