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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的守护者
———记铜陵市义安区疾控中心副主任张红莲

■ 本报记者 刘洋

“忙起来几天几夜不合眼，一个身体
瘦弱的女同志却坚持下来了。 ”提到张红
莲， 铜陵市义安区疾控中心计划免疫科
科长胡剑刚言语中满是钦佩。

同事们眼中“瘦弱”的张红莲，提起
新冠、艾滋病等传染病防控，从流调到处
置、从预防到宣教，每个环节如数家珍。
从 1997 年从事传染病管理工作到现在，
参与非典、 新冠肺炎等多次重大疫情防
控，张红莲一直战斗在第一线。 “传染病
带给人类的考验是巨大的， 但是我们通
过努力能够控制它、战胜它，这种成就感
也是巨大的。 我热爱这份富有挑战性的

工作。 ”张红莲说。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有多

年流调经验的张红莲担任中心一线流调
队队长， 在统筹调度流调队工作的同时，
带头参与到一线流调工作中去。 穿上防护
服，为患者消除紧张情绪，引导患者尽最
大努力准确回忆行程，尽力不放过每一个
细节。 工作中，一次个案调查通常需要三
四个小时，加上整理、出具报告，往往一忙
就忙到深夜。 一个病例至少需要初始、进
展、结案三份报告，有的病例进展报告多
达五六份， 疫情形势严峻的 2020年 2月
份，张红莲平均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那段时间她因为长时间站立导致
双脚浮肿，大家劝她休息，她说这个时候

轻伤哪能下火线。 ”同事涂明利说，干流
调工作，通宵是常有的事，休息不足的同
时，个人防护还来不得半点疏忽，精神压
力很大。 但大家在张红莲以身作则带领
下，拧成了一股绳，圆满完成了疫情防控
最严峻时期的各项任务。

2020年夏季，长江汛情严峻，义安区
两个江心洲上群众全部撤离，对于疾控人
来说，必须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 那段
时间，张红莲带领中心防汛抗旱应急小分
队， 对 9处安置点进行防疫检查指导，对
重要圩口进行巡回防病指导，指导安置点
开展消毒消杀累计达 28.87万平方米。

日常工作繁忙的张红莲，得空就会去
学校、社区开展义务健康宣教，她常说：“时

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是有的。 ”
2020 年 10 月，长期高强度工作的张

红莲身体出现不适，为了不影响工作，她
每天 7 点至 9 点去医院接受治疗， 然后
再回单位上班。

2020 年，张红莲获评省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先进个人；今年，她获评全省优秀
共产党员， 并被选举为省第十一次党代
会代表。 “我们疾病防控取得成绩的前提
是国家卫生应急体系的发展， 我所取得
的这份荣誉属于团队、属于集体。 ”张红
莲表示，作为一名党员、一名从事传染病
管理工作的“老兵”，自己将一如既往地
奋战在传染病防控第一线， 做全民健康
的忠诚守护者。

莫让“种草式广告”给人挖坑
韩小乔

今年 “双 11” 购物节，
“亲测有效”“回购无数次”
的“种草”测评，霸占各大平
台吸引众多网友。近日中国
青年报调查显示， 购物前，
82.6%的受访者会搜索相关“种草”推荐，
78.2%的受访者有被网络“种草”坑过的
经历 ，65.9%的受访者建议规范广告宣
传，软性广告应标注“广告”字样。

网购商品让人眼花缭乱，“种草”即
网友基于真实的经历和体验，把自认为
优质的商品或服务分享推荐给他人。 但
在不少社交平台，各种货不对板、名不副
实的“杂草”让人“谈草色变”，网友间自
发纯粹的好物分享，逐渐变成赤裸裸的
广告营销，甚至形成包括写文、评论、点
赞在内的一条“种草”营销产业链。

面对假“种草”真营销，消费者总结
各种“反向避坑法”，避免被刷出来的虚
假好评及营销手段所蒙骗。 但“种草”形

式不断翻新， 让人防不胜
防。为了牟利，一些“种草”
笔记披着真诚分享的马

甲， 故意模糊商业营销属
性，注水杜撰内容，涉嫌虚

假夸大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破坏正常
市场秩序，触犯法律底线。

广告法规定， 广告应当真实合法，且
具有可识别性，能够使消费者辨明其为广
告。 这种“真假种草”边界的“可识别性”，
不该由消费者凭经验自行判断，而应有更
明确细化的标准来划出红线，即一旦具备
了商业广告的特征，“种草式广告”伪装再
好都可被识别，并受到相关法律约束。

此外，对不断翻新的“种草式广告”，
相关部门的监管方式也应及时跟进，例
如，畅通投诉举报渠道、曝光违法违规案
例、督促平台承担管理责任、完善广告筛
查机制等，让网络“种草”规范化，从而更
好地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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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许根

宏 ）记者日前从合肥市财
政局获悉 ， 今年以来 ，合
肥市与合肥都市圈有关
城市合作共建供肥蔬菜
基地 29 个 ， 面积达 1700
亩 ，供应合肥蔬菜数量超
9100 吨。

合肥市通过设立专项
补助资金 ，共建供肥蔬菜
基地 ，鼓励都市圈县 （市 、
区 ）种植蔬菜 ，发挥合肥
市场优势和合肥都市圈
成员蔬菜种植优势 ，促进
合肥都市圈现代农业发
展 ，增加合肥蔬菜市场供
应数量。

2020 年， 经合肥市财
政局与合肥市农业农村局
筛选出供肥蔬菜基地项目
42 个 、面积 4376 亩 ，供肥
蔬菜数量达 2.34 万吨。

今年， 合肥市计划与
合肥都市圈内寿县、 定远
县 、霍邱县 、霍山县 、金寨
县 、舒城县 、和县 、芜湖市
湾沚区 、 桐城市 9 个县
（市 、区 ）共建供肥蔬菜基
地 36 个、 面积 2100 余亩，
供肥蔬菜数量 11400 吨。

目前，已完成合作共建供肥蔬菜基地
29 个、面积 1700 亩，供肥蔬菜数量超 9100
吨。 随着协作加深，合作协议正在由合作
共建蔬菜基地扩展到产业技术联盟、农业
展示展销、休闲农业合作等，不断推动合
肥都市圈农业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荨 连日来， 濉溪县四铺镇五铺村蔬菜种
植专业合作社的芹菜、 上海青等蔬菜大批
量成熟上市，工人们加紧采收外运，全力供
应冬季蔬菜市场。 本报通讯员 周方玲 摄

▲ 11 月 10 日，肥东县牌坊乡杭椒种植基
地温控大棚内，工人们在采收杭椒。 该乡杭
椒总种植面积 8000余亩，年产量 4万吨。为
应对寒潮天气，当地合作社组织种植户做好
田管，确保杭椒稳产，保障菜篮子供应。
本报记者 杨竹 本报通讯员 阮雪枫 摄

滁州医保全业务信息平台上线

本报讯 （记者 罗宝 通讯员 喻松）
日前，国家（安徽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
滁州医保全业务在全省率先上线启用，
标志着滁州市提前融入全国全省医保
统一平台，实现医保业务编码标准统一、
医保数据规范统一和医保经办服务统
一，让滁州近 420 万参保人和 2400 多家
医疗医药机构享受云结算和云服务的
便捷。

截至 10 月 31 日，信息平台已实现
畅通结算医药机构 1990 家 ，滁州市二
级 、 三级医疗机构上线率达 100%，完
成实时结算 63.27 万人次，涉及医疗费
用 20138.11 万元 ， 医保统筹基金支付
13089.77 万元 ， 平台总体运行安全平

稳有序。
为进一步解决参保群众反映强烈的

转诊难、报销慢等烦心事，国家决定建设
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改变以往过
度用药、过度医疗、过度检查缺乏对标对
表，医保信息系统标准不统一、数据不互
认、系统分割、区域封闭等问题。国家（安
徽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滁州项目启动
建设以来，滁州市制定上线实施计划，全
市“一盘棋”推进。该市明确内容保障、业
务保障和技术保障 3 项内容； 建设基础
信息管理、 核心经办业务等 14 个子系
统， 完成 2386 家医药机构接口改造，将
滁州市近 420 万参保群众、近 2400 家定
点医药机构全部纳入平台管理。

六安开展“四费”问题专项整治
本报讯（记者 张大鹏)从 9月中旬开

始，六安市纪委联合相关部门聚焦“学费、
医疗费、养老费、水费”等民生领域“四费”
突出问题，开展为期三个月的专项整治活
动。 截至目前，累计排查“四费”突出问题
493个， 追缴退还资金 132万元。 共查处
“四费”突出问题 8起、处理 12人。

该市重点整治各类幼儿园收取超物
价部门备案的学费、强制收取兴趣班费以
及小学违规收取课本资料费、强制收取校
园服装费、借课后服务和暑期托管之名乱
收费问题；重点查处贪污侵占挪用学生贫
困补助、营养餐补助等行为，违规虚报冒
领套取财政资金、违规发放补助补贴等问

题， 公立幼儿园入园过程中的优亲厚友、
吃拿卡要以及教职工违规收取礼品礼金
等问题。该市重点查处医疗机构自立项目
收费、叠加收费、重复收费和不按标准收
费等乱收费行为， 不符合标准收治住院、
分解住院、 虚假住院等欺诈骗保行为，以
及过度检查、过度治疗等诊疗行为不规范
问题。该市聚焦养老机构侵害集中供养老
人权益等问题，重点查处专项资金违规使
用，公办养老机构贪污挪用、虚报套取养
老资金， 民办养老机构监管不力等问题，
保障老年人的权益。该市重点整治城市自
来水、 乡镇及农村安全饮水工程乱收费、
不合理收费现象。

近日， 肥西县上派镇芮祠社区与中建二局的志愿者们在潭冲河岸边清理垃圾。
上派镇组织志愿者定期开展巡河护河活动，提高沿河居民爱河护水的环保意识和参
与热情，助力美丽城镇建设。 本报通讯员 徐勇 摄

国家卫健委：

从严从紧抓好秋冬托育机构疫情防控
据新华社电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日前发布关于做好秋冬季托育机构疫情防
控工作的通知， 要求从严从紧抓好秋冬季
托育机构疫情防控工作， 保障婴幼儿安全
和健康。

托育机构是专门负责照护 3 岁以下婴
幼儿的场所，由于人员比较密集，人群比较
特殊，易发聚集性传染病。秋冬季节气温下
降，室内活动增加，空气流动性差，传染病
传播风险加大。

通知要求各地指导托育机构加强人员
管理，做好收托婴幼儿健康核查、体温检测
和工作人员健康管理、 健康教育等工作；加
强环境管理，重点做好婴幼儿生活区域通风
换气、清洁消毒及食品饮用水管理；加强监
测预警，做好流感等秋冬季常见传染病防控
工作，降低与新冠肺炎叠加流行的风险。

通知还要求各地结合托育机构人群特
点，细化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压实托育机构
疫情防控主体责任、 婴幼儿家庭的监护责
任和部门监管责任； 指导托育机构建立健
全新冠肺炎疫情的预防和管理制度， 制定
防控工作方案，明确防控职责和任务分工，
明确卫生消毒、疫情报告、晨午检和全日健
康观察等日常管理制度要求， 制定应急处
置预案， 根据当地疫情防控要求和工作实
际，依法依规、科学做好收托安排。

根据通知，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结
合当地疫情防控要求，联合相关部门，适时
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发现托育机构未按规定
建立健全传染病预防管理制度、未按要求落
实疫情防控措施的，要依法依规查处，责令
限时整改并跟踪整改效果，确保托育机构疫
情防控无死角，保障婴幼儿健康安全。

日前，来自西藏山南市的四名先心病患儿在安医大一附院接受手术治疗。
在该院心脏大血管外科、 麻醉科、 手术室心脏彩超全体医护人员的全力配合
下，手术顺利完成。 本报记者 温沁 本报通讯员 张薇 摄

四名藏娃在皖成功手术

皖台科技论坛在池州举办
本报讯 （见习记者 阮孟玥 ）11 月 11 日 ，

以 “区域科技经济合作与发展” 为主题的第
十届皖台科技论坛暨 2021 皖台高校 “云交
流”在池州举办。 活动中组织 19 所皖台高校
进行线上 “云交流 ”，为两地青少年交流搭建
平台。

由省科协、省台办、台湾科技产业协会、台
湾淡江大学等联合主办的本届论坛，设有智慧
养老、旅游业、人工智能三个分论坛。 活动中开
展项目发布签约等活动。

省科协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以此为契机，
坚持“四服务”职责定位，建设“科创安徽”“科
普安徽”，继续联合皖台两地科技社团、高校、
企业等有关单位，不断拓展两地科技界的交流
与合作，为皖台科技领域加强交流、深化合作、
互惠双赢作出更大贡献。

于 2011 年创办的皖台科技论坛， 旨在构
建皖台科技经济交流合作长效机制，搭建皖台
科技经济交流平台，促进皖台两地学术和文化
交流。 截至目前，累计有 2870 余名专家学者和
企业家出席论坛活动，签署合作协议 128 个。

特色种植带动增收致富
■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本报通讯员 茹金水

近日，在涡阳县公吉寺镇龚楼村
龚保法家庭农场，记者看见工人们正
忙着收获红薯。 体态饱满、光鲜诱人
的红薯在农民手中采收、装袋，田间
地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农场负责人龚保法告诉记者 ，
这个农场成立于 2013 年，当时流转
土地 200 亩 ，主要种植蔬菜 、水果 、
苗木、中药材等，这几年农场逐步扩
大，流转土地达到 350 亩。 现在农场
种了 60 亩梨树、60 亩桃树， 还有大
量的风景树， 为了提高土地使用效
率，他在树下套种了中药材、紫薯等
经济作物。

“今年这 30 亩紫薯都是在梨树
下套种的，农场种的黄金梨、红梨都
是六七年的果树， 现在亩产超 2500

公斤， 一亩能卖 1.5 万元左右。 树上
长着水果， 树下的空地不耽误种红
薯，这 30 亩春红薯长势非常好，亩产
可达 3500 公斤。 我准备做些紫薯粉
条， 预计每亩紫薯收入可达万元以
上。 ”龚保法说。

他的农场里种植了大量的苗木，
有法国梧桐、美国红枫、合欢树、白蜡
树等共计 1 万多棵，一棵树能卖二三
百元， 仅苗木价值就达 200 多万元。
“这个农场土地综合利用率非常高，
种植养殖多元化，除了各类果树和园
林树，树下种植、林下养殖也是农场
的重要收入来源。 ”公吉寺镇副镇长
王晨说。

“树林下的空间可套种中药材和
蔬菜，充分利用土地价值。 我在林下
种植 30 亩紫薯、30 亩牡丹和 100 亩
冬瓜，还养了 1500 只肉鹅。 ”龚保法
说，林下养的肉鹅能长到 10 多公斤，

一只鹅售价 300 多元。散养的鹅肉质
好不愁卖。 他每年出售两批肉鹅，仅
此一项收入就达 10 万元。

林下种植蔬菜的收益也非常可
观。 龚保法在林间套种的冬瓜亩产
5000 公斤以上。 为了增加农产品附
加值，他还建设了一个冬瓜加工厂，
把冬瓜做成月饼馅卖到省内及河
南、山东等地的食品厂。每年 6 月至
10 月 ， 每天可生产 5 吨冬瓜馅 ，每
吨利润 1000 多元，提高了农产品附
加值。

“龚保法是村里的致富能手，他
的家庭农场每年利润 100 万元左右，
带动了不少群众就业。仅冬瓜加工厂
就需要 30 多名工人， 每人每天工资
都在 100 元以上。 农忙时，周边群众
可以在他的农场里干活，多的时候有
五六十人， 带动了当地群众增收致
富。 ”公吉寺镇包村干部罗涛说。

砀山推进城乡客运一体化

本报讯 （记者 何雪峰 通讯员 李

艳龙）近日，砀山县交通运输局与永昌
农班客运公司签订了 《砀山县城乡道
路客运一体化改革农班车辆收购协
议 》。 目前 ，该县共有 7 家农班客运公
司陆续签订了收购协议 ， 涉及农班客
运车辆 144 台 ， 占该县农班客运车辆
总数的 97.3%。

该方案对目前运营中的农班客运车
辆和城市公交车分片区、分线路实施收
购；成立梨都公共交通发展公司（国有独
资），实行“公车公营”；淘汰破旧车辆，投

放新能源公交车 300 台， 建设智能化公
交， 重新布局公交站牌等； 投资 5.1 亿
元，规划建设 7 处城区客运场站以及 11
处镇级交通综合服务站等。

到今年 12 月， 该县将完成农班车
收购任务，实施农班车 “公车公营 ”；到
明年 3 月， 将完成城市公交车收购，并
全面实现“公车公营”，达到城市公交与
城乡客运线网布局一体化、运营管理一
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 、政策一体
化、服务体系一体化等“五个一体化”建
设目标。

铜陵田原艺术季线上启动

本报讯（通讯员 吴彬 朱敏）日前，
第三届中国·铜陵田原艺术季线上启动
仪式在该市西联镇犁桥村举行。

本届活动以 “艺术赋能乡村振兴”为
主题，直播内容主要包括公共艺术、空间
改造、平面视觉优化、特色活动等板块，通
过艺术活动提升美丽乡村建设品位，带动
乡村旅游发展，推动公共艺术融入乡村生

活，进一步促进乡村文旅融合发展。
自 2018 年首届中国·铜陵田原艺术

季启动以来，铜陵市开展稻田宴、乡建艺
术展、诗歌大赛、文艺音乐市集、彩色水
稻种植体验、 不插电音乐节等数十项主
题活动，墙绘、雕塑创作、民宿改造、公共
艺术空间升级等多个项目齐聚犁桥，赋
能乡村文化振兴。

蔬菜稳产保供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