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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教师自办乡村公益图书室
■ 本报通讯员 梁月升 刘炯桐

“书架第一排是儿童读物，二、三排
是农业类书，第四排是文学类书，你们要
看什么书自己找， 要借书来我这儿登记
一下……”近年来，岳西县河图镇皖源村
退休教师汪从学一直这样热心为借书村
民服务。今年 76岁的他是岳西县河图镇
皖源村退休教师。 退休后，他利用自家房
屋兴办公益图书室，为农民传授知识。

皖源村地处深山， 与湖北省接壤，
离镇政府 28 公里， 离中心村也有一段
距离， 平时村民借书、 买书很不方便。

2000 年， 退休后的汪从学自费购买书
架和书籍，在自己家兴办起农民科技图
书室。 为丰富藏书，他写信争取多方支
持。 金盾出版社、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有
限公司、岳西县新华书店等单位被他的
热心打动， 纷纷送来了图书。 2005 年
底，这个图书室有科技、医药、卫生、文
艺、法律等各类图书 2000 余册。 如今，
这里图书已有 5000 多册。

“图书室实行义务管理、免费开放。
每周一、三、五、六是开放日。 ”汪从学
说，10 余年来，他做了两大本借书登记
卡，密密麻麻记满了借书人的姓名和地

址， 先后有上千人到图书室借过书，除
了本村人，还有古坊乡、来榜镇、白帽镇
等附近的本县乡镇村民，湖北省英山县
陶河乡的村民也慕名前来借书。

村民宋清林家种植的葡萄曾经挂果
很少，结了果的未成熟就掉光了，他到汪
从学的图书室里找到了种植葡萄的书，
从中学到了施肥、打药、剪枝的科学管理
方法，今年葡萄架上挂满了葡萄。

“我小时候经常去汪老师的图书室
借儿童读物， 那里还有很多种植类的
书。 ”皖源村汪焰说，在他的成长记忆
里，少不了汪老师的图书室。 他听父母

说，2005 年，村民张和述从图书室的一
本书中学到了杭椒栽培技术，当年种杭
椒创收 3000 多元。

汪从学热心做公益，乐此不疲。 除
了兴办图书室，他还热心为村里起草饮
水、 修路等民生工程建设的申请报告，
为贫困学子牵线搭桥争取爱心人士资
助 35000 元，他自己先后捐款 10000 多
元用于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 闲暇时，
他义务清扫乡村公路垃圾……

“我是共产党员，退休后能够为乡
亲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感到很快乐！ ”汪
从学开心地说。

·百姓故事

中日友好城市青少年书画展开展

本报讯（记者 殷骁）11 月 16 日，合
肥·久留米结好 40 周年中日友好青少年
书画展在合肥久留米友好美术馆开展。

本次书画展由合肥市外办、市教育局
和市文联主办。为期 6天的书画展展出作
品 150余幅。久留米市中小学生将线上参
观书画展，并与合肥市青少年交流互动。

据介绍， 中日友好青少年书画展是
合肥·久留米缔结友好城市 40 周年庆典
系列子活动之一。 11 月 16 日至 21 日，
合肥市与久留米市通过视频连线方式，
举办合肥·久留米缔结友好城市 40 周年
庆典仪式，民间艺术展演交流，大学生、
中学生在线交流等活动。

古稀老人开设红色文化陈列馆
■ 本报记者 程兆 文/图

坑道用马灯、炮弹壳、棉衣……抗美
援朝战场上的志愿军用品收藏品整齐陈
列，展柜、历史资料展板等一应俱全。 11
月 17 日，家住合肥市蜀山区光明社区的
张兴华老人， 正在向参观者介绍红色收
藏品和革命故事。

从高校教师岗位退休后，75 岁的张
兴华对创办红色收藏品陈列室乐此不
疲。 2006 年退休后，张兴华将家中 20 平
方米的地下室改造成陈列室， 奔波各地
专心收集红色收藏品。 “学习历史，必须
得有地方、有实在的文物，才能让历史鲜
活起来。 ”张兴华说。

本月初， 张兴华创办的陈列室免费
对外开放，80 多件实物藏品、60 多幅珍
贵的历史照片反映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艰
苦卓绝历史， 带领观众重温那段难忘的
烽火岁月。

作为合肥市关工委“新时代五老报告
团”成员，张兴华还经常带着红色收藏品
走进社区、 学校， 公益办展览、 开讲座。
2020年他被评为合肥市“最美退役军人”。

图为张兴华（左一）在陈列馆内向市
民介绍红色收藏品。

省减灾办省安委会联合下发通知

做好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防范应对

本报讯 （记者 王弘毅 ）据气象部
门预测 ， 今年冬季影响我省的冷空气
过程可能较为频繁且势力偏强 ， 出现
极端低温事件可能性较大 ， 可能对我
省部分地区部分行业和居民生活带来
一定影响 。 记者 11 月 16 日从省应急
管理厅获悉 ， 省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
室 、 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联合下
发通知 ， 部署做好近期寒潮和今冬明
春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排查风险隐患，严防事故发生。通知
指出， 各地各部门要迅速组织开展灾害
风险隐患排查， 协同基层政府对各类重
点场所进行安全检查和故障抢修， 对危
旧房屋、棚架房（棚）、简易房、临时搭建
工棚等构筑物进行逐个排查， 对重点桥
梁、危险路段加大巡逻管控力度，落实机
场、码头、渡口、船舶防冻防寒安全措施，
对建筑施工场所的器械进行检测， 对矿
山和危化品行业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
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 切实

消除安全隐患，严防事故发生。
围绕灾情预警分析和研判， 通知要

求， 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强降温和低
温雨雪冰冻天气变化趋势， 及时开展预
测分析、滚动会商和灾情研判。要建立健
全信息共享机制， 及时督促相关部门和
单位落实应对措施。 要充分利用新闻媒
体，提前发布预报预警和防灾避灾信息。

低温雨雪灾害发生后，民生保障是重
点。 通知要求，要及时修订完善低温雨雪
冰冻灾害应急预案，适时开展预案演练，
提前预置布防抢险救援力量和救灾物
资，加强城市公共交通运行，做好救灾物
资调运准备。 要根据灾害发展趋势和灾
区需要，视情启动救灾应急预案，加大救
灾款物投入， 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因灾
倒损住房恢复重建和冬春救助工作，将
因灾生活困难群众作为救助重点予以倾
斜，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干
净水喝、有安全温暖住所、有病得到及时
医治。 要统筹做好受灾地区疫情防控工
作，确保受灾地区社会稳定、人心安定。

我省将迎寒潮天气过程

本报讯 （记者 史力）11 月 21 日到
22 日我省将出现一次寒潮天气过程，预
计降温剧烈，要注意防寒保暖。

据省气象部门观测，预计 19 日早晨
全省大部分地区仍将出现大雾天气。 20
日夜里至 21 日全省有小雨，其中大别山
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雨，22 日到 24
日我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 受强冷空
气影响，21 日到 22 日我省将出现一次
寒潮天气过程，全省偏北风 4 级，阵风 7

级到 8 级。冷空气过后，全省平均气温将
下降 9℃到 11℃，23 日早晨沿江地区最
低气温 0℃左右，其他地区-2℃到-4℃。

气象部门提醒，19 日早晨全省大部
分地区有雾，请注意交通安全。 21 日到
22 日我省降温剧烈，需关注强降温对能
源保障、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同时全省
阵风风力大，需提前加固广告牌、临时构
筑物，尽量避免水面和高空作业，做好大
风的防御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