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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探访·

“音乐路”奏响幸福曲

■ 本报记者 许蓓蓓

本报通讯员 杜刚 钱昌锁

汽车行驶在公路上，车轮却“演奏”
起乐曲，在长丰县造甲乡双河社区，一条
刚刚通车的会“唱歌”的公路不仅成了网
红打卡点， 也奏响了乡亲们幸福生活的
动人乐章。

1 月 21 日， 记者来到这条 “音乐公
路”上，当汽车匀速行驶时，公路便会响
起美妙的旋律，带给游客新颖的体验。

公路为什么会“唱歌”？ 造甲乡路管
所所长张树汉告诉记者， 这条路糅合了
物理学、声学等相关技术。 当车辆匀速驶
过时， 轮胎与路面接触产生的空气冲击
声，通过沟槽时产生的微震动，汇合成高
低不同、节奏有致的旋律，演奏出相应的
音乐。

记者了解到， 这条音乐公路是长丰
县交通运输局实施的重点乡村旅游公
路———环湖绿道的一部分。 环湖绿道全
长 14.7 公里，于 2021 年 7 月通车。 环湖

绿道周边景点众多，它串联起“红色革命
策源地”双河社区、中共合肥北乡支部纪
念馆、 月亮湾游客接待中心、“全国文明
村镇”宋岗社区等，该路的畅通带动了当
地旅游业发展，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造甲乡党委委员、 组织委员唐世俊
说， 路网畅通让造甲的乡村旅游如火如
荼，绿色水稻、龙虾、蟠桃等特色种养风
生水起，产业融合发展驶入快车道，群众
收入水涨船高……一幅幅乡村振兴的美
丽画卷徐徐展开。

环湖绿道的畅通是长丰县乡村公路
建设的一个缩影。 如今，该县“六纵十六
横”公路网格局已基本形成，实现了省城
直通、县际连通、乡镇互通、村组循环的
农村路网建设目标。

歌唱乡村美，田园如诗画。 “现在冬
季游客少些， 每到春暖花开时， 人特别
多。 ”在造甲乡经营月亮湾农家乐的当地
村民徐先行告诉记者 ，“到哪里都路路
通，又好又宽敞。 现在马路还能奏乐，乡
亲们都觉得生活越来越美了！ ”

“小马扎”服务进万家

■ 本报记者 丁贤飞

本报通讯员 孟文丽

清理房前屋后杂物， 移除空旷场所
散落垃圾，拆除残垣断壁……连日来，在
淮北市相山区渠沟镇张楼村，“小马扎”
志愿服务队队员们活跃在乡村环境整治
第一线。 大家齐心协力，先后动用 25 辆
垃圾清运车辆，村容村貌、生产生活条件
得到大幅提升。

结合正在开展的“人居环境集中整
治 干干净净过大年”活动，志愿服务队
中的美家美院示范户积极发挥典型示
范作用，帮助村民们树立健康 、清洁的
家庭生活新理念 ，倡导文明 、和谐的社
会发展新风尚 ，让 “小家 ”更温馨 、 “大
家”更整洁。

“‘小马扎’在哪里，为民服务就延伸
到哪里。 ”张楼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
任刘跃东告诉记者， 该村充分发挥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 调动 “志愿者+乡贤能
人”积极性，用小马扎代替办公桌，组建

了“小马扎”志愿服务队，走到群众身边，
讲党史、听民意、察民情，更好地为村民
办实事，以志愿服务助推乡村振兴。

虎年春节临近， 忙碌了一年的村民
享受着难得的闲暇， 不少在外打工的张
楼人也纷纷返乡。 抓住这一时机，“小马
扎”服务队走进各个自然村、走进村民小
组，将学习宣传阵地由过去“教室式”集
中学习转变为流动式 “小马扎” 服务宣
讲，讲好乡村振兴各项扶持政策，同时宣
传疫情防控知识，商议民生实事，让小马
扎释放出大能量。

“能够在环境整治 、矛盾调解等方
面发挥作用，我非常乐意。 ”志愿者黄传
礼说。

记者了解到， 服务队分为优秀党员
小分队、 老乡贤小分队、 身边好人小分
队、美家美院小分队、文艺主编小分队、
青年志愿者小分队等 6 支队伍， 从帮助
困难群众到化解邻里矛盾纠纷， 从组织
文艺汇演到文明新风培育， 大家各尽所
长做好为民服务。

■ 本报记者 柏松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1 月 25 日，淮
南市“红管家”志愿者来到田家庵区锦里
社区，为李存汉老人更换灯管、疏通下水
道。 针对高龄独居老人和困难老人的诉
求，锦里社区“三社联动”项目围绕群众
急难愁盼，开展“益修到家”志愿服务，把
服务送到群众的心坎上。

城乡社区是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家
园，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 近年来，淮
南市不断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 ，通
过党建引领社区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城
乡社区服务体系更加健全， 人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架起党群“连心桥”
探索治理新模式

“给个好项目，不如建个好支部。 ”淮
南毛集实验区毛集镇中心社区党员朱长
续对社区党建工作深有感触。 中心社区
党总支从转变管理服务方式入手， 创新
社区管理服务，推行“零空白”强化学习、
“零界限”沟通民情、“零等待”办理居务、
“零质疑”公开承诺、“零距离”结对服务、
“零失业”发展经济，维修疏通 2000 米基
本农田灌溉渠， 为 400 多户居民解决生
活饮水困难问题。

让党员干部主动作为、 居民共同参
与，才能下活社区治理这盘棋。 淮南市逐
步完善城乡社区体制机制，印发了《关于
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实施意见》，
形成了基层党组织领导、 基层政府主导
的多方参与、 共同治理的城乡社区治理
体系。

该市积极推行村（社区）党组织书记
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 （居） 民委员会主
任、村（社区）“两委”班子成员交叉任职，

2021 年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村党组
织书记、 村委会主任 “一肩挑” 比例达
100%。 同时确立社区党组织在管理社区
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建立社区党组织领导
下的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
共同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 构建党建引
领、群众参与、自主管理、共建共享的工作
格局。

“谢谢社区，你们为老百姓办了一件
大好事，以后遇到雨天，我们再也不用刮
水、打坝子了！ ”今年元旦，潘集区泥河镇
柳叶社区居民代表陈家兰来到社区，向社
区党总支书记陶俊表达了感激之情。

2021 年，社区居民普遍反映，小区内
下水道污水排水不畅，造成雨天居民家中
积水严重。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中，柳叶社区党总支经过多方协商，由辖
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负责疏通排污系
统，修建污水应急排涝站，彻底解决了居
民生活污水排放难题。

选好社区“管事人”
管好群众身边事

2021 年 12 月 28 日， 在淮南市八公
山区毕家岗街道新建社区，网格员代丽丽
在居民微信群、“e 治理”手机 App 平台里
分别发布了消防安全相关知识，构筑起消
防安全屏障。

如今，淮南市构建起 “包保领导+网
格指导员+网格长+专职网格员+微网格
志愿者”五级网格服务模式，通过“人在格
中走，事在格中办”，将安全隐患消除在第
一线。该市完善网格化管理服务工作体制
机制，建立市、区（县）、街道（乡镇）三级网
格化服务管理机制， 全市 279 个城市社
区、827 个行政村实现了城乡社区综合服
务设施全覆盖。

淮南市民政部门负责人王中告诉记

者， 该市 5946 名网格员在 1716 个城市
社区网格、4238 个农村社区网格里工作，
依托党群服务中心站点，社区实行“一站
式”服务和错时延时、坐班值班 、预约上
门等服务， 调动社会组织和专业服务力
量资源，满足居民群众专业化服务需求。

“可以增加农村社会服务保障体系、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内容。 ”“可以推行
导入式教学和现实实践相结合， 让乡村
振兴更有针对性。 ”虎年春节即将到来，
作为全国村级议事协商创新实验试点单
位， 毛集实验区臧巷村的村级议事协商
会又如期举行， 围绕村干部实训基地项
目的后续建设，大家纷纷出谋划策。

淮南市积极培育群众参与意识和能
力， 拓宽群众通过民主协商参与基层治
理的制度化途径， 实现了社区协商工作
委员会全覆盖，推进基层民主制度化、规
范化、程序化，有力促进自治、法治、德治
的有机融合。

“春联要送到困难党员和群众家中，
一位都不能少。 ”“一部分送到小区，另一
部分送到敬老院。 ”农历小年，谢家集区
樱桃园社区对写春联活动的赠送对象进
行协商， 社区协商委员会成员和社区居
民代表各抒己见，气氛十分热烈。

“三社联动”促和谐
共建幸福新家园

1 月 20 日， 淮南市大通区新建社区
与工商银行合作， 社区工作人员与志愿
者为 12 户困难群众送去大米和食用油，
为 45 户重点访视服务对象送去了春联，
带去了诚挚的祝福。

作为淮南市级 “三社联动” 试点社
区， 新建社区培育孵化 6 支社区社会组
织，培养了一支拥有 18 名志愿者骨干和
119 名志愿者的志愿服务队伍，把社区建

成了安居乐业的新家园。
2020 年， 淮南市在 10 个社区开展

“三社联动”试点，围绕特殊老人、困境儿
童、残疾人等社区困难群众，开展 30 个特
殊人群的社工项目。 依托专业服务，如今
已孵化培育社区社会组织 100 个，社区志
愿者注册率已经超过 20%， 有效提高了
基层服务群众能力。

1 月 25 日，室外温度已接近零度，寿
县寿春镇红星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
却是“热气腾腾”：图书室内，阅读者坐得
满满当当；活动室内，几位中年女性正在
练习广场舞；棋牌室内，10 多位老人下着
象棋，悠闲自得。 社区党总支书记徐长松
告诉记者：“‘三社联动’不是简单地相加、
融合与合作，而是打破原有的服务提供方
式，实现政社互动、社社联动、1+1+1>3 的
实践过程。 ”

淮南市实行政府购买服务，搭建社区
基础平台，构建社会组织服务载体，以社
会工作为专业支撑，满足居民需求，把矛
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把多元服务供给实现
在社区，让政府、社会、居民各方资源得到
更充分的整合， 满足了社区居民的多样
化、个性化服务需求。

在凤台县刘集镇高潮社区活跃着 7
个志愿者小分队，开展便捷服务、个体经
营、文化惠民、关心下一代等活动，架起了
党支部与居民的连心桥。

社区党支部书记李存新告诉记者 ：
“不管谁家遇到什么大事小情的， 大家都
是心往一处想， 第一时间为他们办难事、
解难题，满足他们的新期盼。 ”

近年来，淮南市通过党建引领社区服务能力提升，打造共建

共治共享的城乡社区治理新格局———

筑牢基石，扮靓幸福家园

“舞”出精气神

■ 本报通讯员 路璐 吴彬

游、穿、腾、跃、翻、滚、戏、缠……
在锣鼓声中，舞龙队身着盛装，迈着轻
盈欢快的脚步， 挥舞着几条颜色各异
的“单人龙”。 几条“单人龙”在空中摆
出金龙摆尾、龙身弯绕、龙头昂扬等多
种造型，观众喝彩不断。

近日，在铜陵市政府广场一角，61
岁的舞龙爱好者许斌精神抖擞、 步态
稳重，挥舞着手中的“单人龙”。他已经
舞了半年多时间的“单人龙”，是铜陵
当地的舞龙元老，也是他将“单人龙”
发展成舞龙队， 让更多的人爱上了单
人舞龙。

许斌一直喜爱空竹运动，一次偶
然的机会 ，他看到有老年人通过 “单
人舞布龙 ”来强身健体 ，一下就被吸
引住了。

“舞龙可以锻炼身体各个关节，
一小块空地就能强身健体。 ”回家后，
许斌购买了舞龙道具 ， 开始学习舞
“单人龙”。

“刚开始甩不圆， 虽然手臂用力
了，但没用到巧劲儿上，一会儿就缠到
身上了。”许斌坦言，舞龙讲究眼睛准、
重心稳，“它转你也转，动作要跟上，找
准重心，顺着风开始甩。 ”

许斌通过慢慢摸索， 逐渐喜爱上
了舞龙运动。

许斌舞龙时，经常被人围观。 “很
多年轻人都感兴趣，想找我学舞龙，其
中还有不少孩子。”这激发了他组建一
支舞龙队伍的想法。最终，担任铜陵市

传统文化协会副会长的他决定将舞龙
队建在协会下。

有了组织 ， 许斌对舞龙更 “上
头”了。 和传统的舞龙不一样，“单人
龙 ”比较轻便 ，除了龙头 ，尾部只有
一条飘带，操作者也只有一个人。 所
以 ，如何将 “单人龙 ”舞者 “单兵作
战 ”能力转化为团体协作能力 ，许斌
煞费苦心。

为了将 “单人龙 ”队伍带好 ，许
斌时不时就搜索网络上关于舞龙的
思路 ，他自己设计 、改造团队舞龙的
方法。

“绕八字、绕圈这些是最基本的，
现在我们还练习了牵牛、左右绕环、挂
腰式、悬背式、撑伞式、双手龙、夜光龙
等。 ”如今，许斌的舞龙队已经能够表
演三四个团体节目， 各种舞式交替组
合、千变万化，或激烈强劲、或细腻流
畅，让人目不暇接。

“许斌的舞龙技术特别好，舞起来
令人眼花缭乱。”新加入舞龙队的张秀
英告诉记者，在许斌的带领下，舞龙队
成员已由最初的五六人发展到现在的
30 余人，而且吸引了不少市民学习观
摩，带动越来越多的市民参与进来。

舞龙之余， 许斌还多方挖掘舞龙
历史，并学习制作“单人龙”。 如今，在
他的家中，已经有 10 余条大大小小的
“单人龙”。

“舞龙看起来简单 ，但舞好要下
一番功夫。 ”许斌希望越来越多的人
学习舞龙， 他愿意开展公益课堂，义
务授课。

·凡人风采·

传承绝学美名扬

■ 本报记者 钱定果 武长鹏

静若处子 、动如脱兔 ，动静间刚
柔并济……1 月 23 日上午 ， 合肥蜀
山区小庙镇晨嵩武馆内，韩荣春一套
拳法打得虎虎生风，一招一式令人赏
心悦目。

“这套拳法名为阴阳双合拳 ，适
合普通人练习 ， 而且在强身健体方
面大有裨益 。 ”身为 “安徽省十佳拳
师 ”的韩荣春告诉记者 ，阴阳双合拳
已入选安徽省级非遗 ， 他正将拳法
简化细化 ， 让这门世代相传的绝学
发扬光大。

韩荣春自 8 岁开始跟随略懂武技
的父亲练习基本功，聪明勤奋的他 12
岁时深深爱上了武术。随后，他的父亲
将其送至合肥市， 跟随名师余化龙练
武。 7 年套路、踢打摔拿，韩荣春历经
寒窗酷暑，每日紧咬牙关、勤学苦练，
练得一身好功夫。

“我师父有两个绝活。 一个是滚
躺双刀 ，两把刀舞得密不透风 ；还有
一个是绳镖， 在耳朵上夹个硬币，他
一丈多远就能打掉。 ”韩荣春向记者
绘声绘色地讲述师父的独门绝技。他
坦言，两个绝活因为诸多原因未能传
世下来 ，殊为可惜 ，也由此更加珍惜
师父传授的另一门拳法———阴阳双
合拳。

“阴阳双合拳就是将内外家功法
合二为一， 把武术肢体运动阴阳与中
医学人体脏腑脉络阴阳融为一体。”韩
荣春说，当时跟随余化龙师父习武，虽
有几年的武术功底， 但练阴阳双合拳
却十分困难，进展缓慢。

“这门功夫关键就在于武术和医
学要结合起来，融汇贯通，才能日渐精
进。”韩荣春在习武期间还刻苦学习中
医理论知识。

“内练心意灵感气，外练神韵筋骨
皮。 ”韩荣春多年苦练，终于掌握了阴
阳双合拳的要义， 他在小庙镇开办了

自己的武术学校， 主要教授长拳和散
打类武术。

2013 年，对于韩荣春来说 ，是刻
骨铭心的一年。当年，他大病一场出院
后，感觉身体虚弱，便重新拾起了阴阳
双合拳进行锻炼。

“师父曾说过，我练这套拳法可以
受用终身。 ” 韩荣春经过 6 个月的锻
炼，体会到了拳法的强身健体之功效。
2014 年，因缘际会，他在参加一次武
术活动时， 了解到自己练的这套拳法
可以申报合肥市非遗， 便毫不犹豫地
申报了材料。

“阴阳双合拳传承了 600 多年，而
且一直是单传，到我这儿已经是第十
五代。 ”韩荣春告诉记者，他觉得过去
密不外传的惯例已经不适应时代的
要求了 ，如果再不改变 ，阴阳双合拳
就面临失传的危险。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拳法的锻炼
价值，他一边申报非遗，一边开始向身
边人传授技艺。

“2014 年把申报材料报上去后，
通过了医学和武术专家的论证， 成为
了合肥市第五批非遗。 紧接着，2017
年入选安徽省第五批非遗。 ”如今，成
为阴阳双合拳省级传承人的韩荣春已
收徒几十位， 越来越多的群众发现了
练习拳法的益处。

“现在，合肥市潜山路学校 20 余
位老师正跟着我学习拳法。我也在进
一步推广拳法 ，准备将其简化成 《简
明阴阳双合拳》。 ”韩荣春希望自己的
绝学能够为更多人所熟知，让更多的
普通人能够科学锻炼，体会到武术的
精妙。

近日， 当涂县五彩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志愿者与空巢老人一起

张贴虎年贴画。
新年伊始， 五彩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志愿者来到社区空巢老人

家，同老人一起贴窗花、年画，拉
家常， 让老人感受到浓浓的节日
气氛。
本报通讯员 欧宗涛 张三五 摄

1月 25日，在合肥市瑶海区一大型超市内，市民正在选购“惠民菜”。合肥市
2022 年春节“惠民菜篮子工程”活动时间延长至 2 月 6 日，消费者可在全市 27
家企业 193 个门店买到“惠民菜”。 本报通讯员 解琛 摄

贴年画
迎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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