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孙言梅

“守护美丽家园，我是行动者！ 出
发。 ”10 月 10 日，蚌埠市禹会区涂山
风景区脚下，随着嘹亮的号声响起，40
余名志愿者身着雨衣、带上环保工具，
徒步登山投放垃圾桶并捡拾、 清运垃
圾。 尽管天下着小雨，温度降低，仍挡
不住大家参与活动的热情。

“每月上涂山捡拾垃圾是我们协
会的固定活动。 我们再次自筹资金为
涂山投放垃圾桶， 开展垃圾清运志愿
服务， 也是希望通过这些行动增强市
民环保意识， 为蚌埠市城市文明建设
出一份微薄之力。 ”蚌埠市环保公益协
会会长吴静说。

环保公益种子生根发芽

海拔 300 多米的涂山位于蚌埠城
西。站在山顶，可俯瞰千里淮河穿城而
过。涂山风景区自然风光秀美，有禹王
宫、启母石、卞和洞、白乳泉和明清古
建筑群等景点。近些年，随着风景区不
断完善基础设施，持续增植护绿，上山
徒步健身、休闲游玩的群众越来越多。

2017 年初，吴静和几名徒步运动
爱好者在涂山风景区爬山时， 发现登
山路上、峡谷树林中，散落着许多游客
丢弃的塑料袋、饮料空瓶、卫生纸等垃
圾，与美丽风景很不协调。他们还发现
沿途放置的垃圾桶容量不够， 且间隔
较远。

下山后，吴静与朋友们商议决定：
自筹资金购买垃圾桶放在各个山间路
边，方便游客投放垃圾。 不久，50 余只
崭新的大型绿色垃圾桶购买回来。 大
家你一个我一个徒步登山将这些垃圾
桶放到规划好的地点。此后，他们每月
定期翻越 5 个山头， 坚持边登山边捡
拾、清运沿途垃圾。环保公益的种子就
这样生根发芽。

2019 年 3 月，蚌埠市环保公益协
会在当地民政部门注册登记成立，吴
静被推选为会长。 “我们的初心很简
单，大家热爱运动，喜欢爬山，组织环
保行动就是希望身边的环境更美。 成
立公益组织就是为了发动更多的爱心
人士加入进来，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
吴静说， 协会会员由社会各界爱心人
士自发组成， 从当初的几人发展到现
在有正式会员 170 余人， 爱心志愿者
300 余人， 其中大学生志愿者 120 余
人。 协会本着“健康与公益同行”的理
念，宣传环保知识，推动垃圾分类，义
务植树造林，倡导文明祭祀，组织开展
低碳徒步运动、环境保护、助老助残、

助困助学等多种公益活动。
在禹会区文明办与涂山风景区管

委会指导和协助下，近年来，蚌埠环保
公益协会组织实施涂山风景区垃圾清
运分类、“给垃圾安个家”“淮河净滩活
动”“大美蚌埠，碧绿龙湖”等多个公益
项目，至今共清理垃圾 30 余吨，开展
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数百余次， 受惠群
众数万人。 协会被评为蚌埠市禹会区
最佳志愿服务组织，实施的“给垃圾安
个家” 公益项目被评为今年 5 月省学
雷锋志愿服务优秀典型。

给垃圾“安个家”

“老汪，脚怎么样了？ ”“好啦，我上
个星期就开始做脚康复训练了。 ”10
日上午，在涂山步道一侧，志愿者陈万
步与汪元松一前一后分别扛着垃圾
桶，拾阶而上。 59 岁的汪元松在蚌埠
市一家冶钢制造企业工作， 两年前在
爬山时偶遇环保队伍在捡拾垃圾，平
时热心公益的他于是加入蚌埠环保公
益协会。 这两年的抗疫一线、 抗洪抢
险、环保公益总有他的身影。

不久前，汪元松因意外脚骨受伤，
刚痊愈就报名参加了此次活动。 “跟大
家一起做公益，感觉浑身都是力气。平
时工作忙，只有节假日有时间参加，等
退休了我还要跟大家一起助老助残、
扶困扶弱 ， 发挥余热做更多志愿活
动。 ”汪元松说。

“这次投放的新垃圾桶都是协会
志愿者们自发筹款购置的。 山上垃圾
桶因时间长了又经风吹雨打， 破损丢

失现象时有发生。 隔段时间协会就会
将新购置的垃圾桶分批次送往山上投
放替换。协会属于非盈利性组织，遇事
需要花钱时，大家你 30 元我 50 元，谁
也不含糊。 ”吴静告诉记者。

“协会刚成立时，我们在涂山投放
了 50 个垃圾桶，去年更换 20 个，这次
活动又更换 30 个破损的垃圾桶。今天
上午我们 7 点半在山脚集合， 上山投
放完新垃圾桶， 又将沿途的塑料瓶等
白色垃圾清运处理， 一直忙到下午 1
点才结束。 ”吴静说。 由于涂山从半山
腰到山顶都是崎岖的山路和石头台
阶，志愿者们只能用双肩挑、单肩扛，
将每袋重达四五十斤的垃圾从海拔
300 米的山顶运下来， 并将不可回收
垃圾和可回收垃圾分类处理， 实现了
垃圾入桶、分类投放、定期清理。

“妈妈，快看，我的两个垃圾袋都
装满啦， 一个袋子里是可回收的塑料
瓶子，一个是果皮、废电池等不可回收
垃圾。 ”9 岁的小志愿者陆诗瑶兴奋地
向妈妈梅娟展示一个上午的 “战利
品”。陆诗瑶是蚌埠市铁路第三小学四
年级学生， 经常跟妈妈参加协会公益
活动，不但增长了环保知识，还跟同学
分享志愿服务的收获。 “让孩子在公益
活动中养成良好习惯， 并将好习惯好
作风传播给更多人， 对孩子成长成才
很有意义。 ”梅娟说。

让环保意识深入人心

为了提高市民对生活垃圾分类
的知晓度 、参与度 ，志愿者们集思广

益，精心设计宣传方式，印制宣传单，
购买制作垃圾分类演示桶、垃圾分类
彩色图片，分别在景区、公园、居民生
活小区等市民较集中区域，广泛开展
“垃圾分类， 全民行动”“环保与健康
同在 ，环境与生命共存 ”等宣传和实
践活动 50 余场次 ， 印发宣传资料
2000 余份。

数年来，蚌埠市环保公益协会还
坚持在涂山脚下、禾泉山庄入口处搭
设垃圾分类宣传展台。 志愿者们向过
往游客宣传垃圾分类知识。 为让游客
更直观地了解掌握垃圾怎样分类，志
愿者们制作出 100 余张 4 类垃圾彩
色卡片，引导游客模拟将卡片分类投
放 ，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 ，加深游客
对不同垃圾分类投放的直观意识，促
进游客树立“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环
保观念。

龙子湖位于蚌埠市中心东部，风
光旖旎，是群众休闲“打卡”的好去处。
2019 年以来，协会组织志愿者在淮河
及龙子湖两岸巡查污水排放情况，发
现问题及时上报有关部门， 有效遏制
了污水随意排放。此外，协会还长期开
展淮河下沿 5 公里垃圾分类清运、平
山公墓环境维护、 创城创卫等环保活
动……该协会志愿者一步一个脚印，
扎实开展各项环保公益活动。 “生态环
境保护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 ,需
要社会各界长期而不懈的努力。 社会
组织可以成为政府与群众之外参与环
境保护工作的第三方力量。 ” 吴静介
绍 ,协会不断完善志愿服务制度 ,围绕
社会帮扶、公益创投、活动开展、文明
创建等方面进行志愿者招募和培训 ,
提高志愿者队伍专业水平。

“空闲时带家人徒步登涂山游玩，
看着被团队清理干净的美好环境，呼
吸着山上的清新空气，心情舒畅，更坚
定了我继续当一名环保志愿者的信
心。 ”协会志愿者闻有德说。

“9 月 5 日，走进市科学少年宫，向
市民讲解垃圾分类知识。”“8 月 26 日，
参加禹会区‘七个一’文明实践活动，
在淮河路朝阳桥路段清运垃圾。 ”“7
月 20 日， 在平山公墓清理环境……”
吴静的微信朋友圈文图并茂， 清晰记
录着协会每一次公益活动的足迹。 最
开始也有人说她是在炫耀、作秀，但吴
静和队友们通过一次次的实际行动证
明着守护家园的初心， 如今不少当初
质疑的人也积极加入到公益队伍中
来。 “没有人不爱绿水青山。 正是这个
共同愿望让我们汇聚在一起。 我们这
个环保公益协会家庭会越来越壮大。 ”
吴静等志愿者坚信。

荨 10月 12日，为迎接中国少先队建队 ７２周年，合肥市四河小学开展主题
队日活动。少先队员和老师共同设计并手绘“文明礼仪章”“彩虹自信章”“善
思创新章”三枚特色奖章，增强光荣感、责任感和使命感。 朱国娟 摄

荩 10 月 13 日是中国少先队
建队 72 周年纪念日。 10 月 10
日，共青团颍上县委、颍上县少
工委在县第四小学举行 “红领
巾， 心向党， 争做新时代好队
员”少先队示范入队仪式。新入
队的少先队员齐唱中国少年先

锋队队歌， 在队旗下举起右手
庄严宣誓，立志好好学习，永远
听党话、跟党走，争做新时代好
少年。

本报通讯员 沈云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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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志愿者配合政府部门，宣传环保知识，推动
垃圾分类，实施的“给垃圾安个家”志愿服务项目被
评为省学雷锋志愿服务优秀典型———

朱松鹤 青春热血献消防

■ 本报见习记者 李明杰

本报通讯员 周晓龙

“我是一名消防人，做好消防为人民。 ”
近日，黄山市消防救援支队黟县碧阳消防救
援站副站长朱松鹤对记者说。从事消防救援
工作 12 年来，他用青春和热血践行“人民消
防为人民”的信念。

1988 年出生的朱松鹤 ，2009 年入伍 ，
2018 年退役。训练场上，他是个“拼命三郎”。
别人练一次，他就练两次、三次，不分白天黑
夜地练。 训练过程中难免会有磕磕碰碰。 流
血了他就用纱布包一下，脚肿了就用冰块敷
一下， 从来没有因为受伤而耽误正常训练。
绳结打不好，他不厌其烦地向经验丰富的老
班长请教，每天拖着疲劳的身体到宿舍休息
时，仍然手不离绳，三十遍、五十遍地打绳
结，咬牙坚持，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训练时刻苦， 救援时展现本领和担当。
2017 年 12 月的一天夜晚，黟县高岐家园的
一户居民住房失火。时任副中队长的朱松鹤
到达现场后，深入火场进行侦察。 现场浓烟
滚滚，情况不明。他与队友全副武装后，进入
着火房间，使用探步前进的方式小心翼翼地
走向着火点。火势较大，已将客厅内的沙发、
空调以及塑料制品引燃，现场处于猛烈燃烧
阶段。 在高温和浓烟中，他摸清现场的基本
情况后撤出燃烧区域， 脱下厚重的避火服，
来不及擦去汗水便向大队指挥员汇报情况。
接着，他再次冲在了火场的第一线。 经过一
个多小时的战斗，大火终于被扑灭。

救火时有勇有谋， 救急时更是果断、热
心。 2020 年 7 月 7 日，朱松鹤带队去救援黟
县叶村竹坑一位被困家中老人，途中因山体

滑坡阻断道路无法行进。在等待工程车到现
场清理路障的过程中，一位即将参加高考的
学生因道路受阻无法到达考场前来求助。此
时，距开考仅剩 20 分钟。朱松鹤立即让考生
及其母亲坐上消防车。此时西递往县城方向
多处路面积水深处已经淹没消防车大灯位
置，加之水流湍急，路况十分复杂。他安抚考
生情绪， 指挥驾驶员以最快的速度安全行
驶，同时心中盼望着救援道路赶快修复。 将
考生安全送到考场，同时得知老人已被当地
镇政府救出，朱松鹤才放下心来。

参加工作以来，他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多次主动放弃休息时间组
织队员到社区、街道、学校等单位进行消防
安全知识培训，通过生动的讲解，使大家更
加直观地认识到消防安全的重要性，受教育
人数达 1 万人。他还积极组织消防指战员开
展义务植树活动，以实际行动为“第二故乡”
增绿添色，受到周边群众的好评，树立了消
防队伍良好形象。

多年来，他先后参加各类灭火和抢险救
援行动 700 余次，救出多名被困群众，灭火
救援作战成功率达到 100%，前不久被评为
黄山市 2021 年“最美退役军人”。

（本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文，来稿可发送
至电子邮箱：ahwdtygs@163.com）

从无声世界走进有声世界

■ 本报通讯员 柳小林 周玲丽

近年来， 当涂县残联先后为 20 多名听
障幼儿免费安装了人工耳蜗，并免费对他们
进行了语言训练，使他们由听不到声音到能
够听到声音，由不会说话到学会说话，从而
和普通小朋友一起上幼儿园、上小学，融入
社会。

江心乡悦悦和怡怡是一对双胞胎女孩，
先天听不到声音， 在安装人工耳蜗之后，来
到马鞍山市特殊教育学校康复中心进行语
言训练。悦悦和怡怡非常活泼，喜欢跳舞，每
次上个别训练课都要一起去。老师也总是依
着她们，让两个孩子互相比较，互相找一找
对方发音不清楚的地方，然后进行言语矫正
和发音训练，看谁学得快、吐字清楚。经过一
年多的语言训练，她俩学会了说话，现在马
鞍山市一家幼儿园上学，能说、能唱、能跳，
看不出和其他小孩有什么区别。女孩的母亲
说，女儿能有现在的样子，要多谢政府惠残
政策，要是让她自己拿这么多钱给女儿安装
人工耳蜗，她是很难做到的。

大陇镇旭旭，先天听不到声音，安装人
工耳蜗后，也来到马鞍山市特殊教育学校康
复中心。语言训练时，他的汉语拼音“g、k、h”
发音不准。老师纠正他发音时，他要强，很烦
躁。 老师一面安慰他，一面耐心地反复教他
发音，对他的点滴进步给予表扬鼓励。最终，
他全面完成了语言训练教学计划。 现在，他
在团结街小学上学，语言清晰，普通话也说
得不错，学习成绩在班上中等偏上，很讨老
师喜欢。

同样安装了人工耳蜗的黄池镇杰杰，开

始上个别训练课时，哭闹不止，不听指令，不
配合老师。 在老师耐心安抚下，杰杰情况慢
慢地好转。 为了提高语言训练的效果，康复
中心对他的家长进行了培训，把有关视频和
要求发到该家长的手机上，以便其回家随时
随地进行语言训练。 现在，杰杰在亭头小学
上学，学习成绩较好，同学都喜欢和他在一
起玩。

近年来，当涂县残联每年都进行残疾儿
童筛查 ，努力做到 “早发现 、早诊断 、早康
复”, 根据听障儿童的听力损伤程度及时给
他们做人工耳蜗或适配助听器，并对他们进
行语言训练。

听力障碍的幼儿来到马鞍山市特殊教
育学校康复中心后， 老师首先向家长详细
了解孩子们的日常表现和兴趣爱好， 以此
来拉近与孩子们的距离。 待孩子基本适应
康复中心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后， 对他们进
行听觉能力、语言能力等评估，根据评估结
果，为其量身制定语言训练计划。语言训练
教学以游戏为主，寓教于乐。由于每名幼儿
佩戴助听设备的种类和时间不同， 个体发
展也存在差异， 一对一的个别训练显得尤
为重要，所以，幼儿个别训练坚持每天不少
于半个小时。老师们口对口教他们发音，教
他们说字、词，和他们一起做游戏，和他们
说话交流。一般经过一到两年的不懈努力，
这些孩子都能学会说话。

为青年朋友解开“婚恋瓶颈”

■ 徐海

近日， 安徽省人社厅在答复省政协委
员关于实施大学生留皖工程的提案时 ，提
出 5 条“大学生留皖工程”具体举措。其中，
计划实施在皖大学生婚姻帮扶工程引发网

友热议。
婚姻是青年面临的重要人生课题之一，

婚姻幸福关系到家庭与社会和谐。一些青年
男女由于职场压力大、疲于应付快节奏的工
作和生活等原因，迟迟找不到合适对象。

其实，国家对青年人婚恋问题的关注由
来已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
年发展规划（2016-2025 年）》明确提出切实
服务青年婚恋交友，支持开展健康的青年交
友交流活动，做好大龄未婚青年等群体的婚
姻服务工作。

做好青年婚恋工作， 不仅直接影响青
年健康发展，也关系社会和谐稳定。 全社会
应帮助青年树立文明、 健康、 理性婚恋观
念， 为青年婚恋交友提供必要的基础保障
和便利条件， 进一步提升青年婚姻和家庭
服务水平。

积极“牵线搭桥”，完善婚恋服务体系。
现在一些言情小说、影视作品灌输不正确的
婚姻观，给当代青年的婚恋、家庭观念造成
误导。此外，一些青年渴望“脱单”，但囿于交

友圈子窄、工作压力大，一直没有遇见对的
人。 解决青年婚恋问题，必须完善社会支持
与服务体系。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相关部门
可以通过组建青年婚恋辅导咨询团队、依托
传媒平台等方式， 帮助青年树立正确婚恋
观。办好公益相亲活动，扩大青年人交际圈，
为他们结交朋友创造更多机会和条件。打造
一批诚信度较高的青年交友信息平台，开发
文明、健康、活泼的婚恋交友服务项目和产
品，提高牵手成功率。摒弃婚俗陋习，加强婚
俗文化建设，构建和谐美满家庭。 依法整顿
婚介服务市场，严厉打击婚托、婚骗等违法
婚介行为，为广大青年营造安全、真实的交
友环境。

婚恋教育应未雨绸缪。 婚恋、两性关系
涉及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不
可能无师自通。大学时代正处于青年身心发
展的关键期，大学生迫切需要学习系统全面
的婚恋知识以指导婚恋实践， 解开婚恋困
惑，处理婚恋难题。 然而，很多高校只在《思
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中开展婚恋教
育，不仅课时较少，而且教学模式单一，脱离
大学生的婚恋实际。高校应将婚恋教育纳入
教育体系，针对大学生心理特点，丰富授课
方式，系统传授婚恋知识，从爱情内涵、家庭
美德及法律法规等方面培养大学生树立正

确的婚恋道德观和价值观。

“守护美丽家园，我是行动者”

·成长天地·

争做新时代好队员

10月 10日，志愿者在涂山风景区投放新的垃圾桶后，清运垃圾下山。（蚌埠
市环保公益协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