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出祁红的文化味
———记全国三八红旗手江雪霞

■ 本报记者 吴江海

3 月 6 日傍晚， 江雪霞从上海回到
黄山， 处理完上海运营中心落户杭州相
关事宜后，稍稍松了一口气。

“今年的春茶进行线上直播，若是成
功了，前面就是一片天。”在江雪霞看来，
茶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哲学，是人生的
一种境界。

2008 年，江雪霞从安徽大学哲学系
毕业后，到上海一家公司做品牌营销。作
为从村里走出来的第一位大学生， 她每
年回家探亲，就一直在琢磨：家乡的好茶
为啥卖不了好价？

江雪霞的家乡是祁门红茶核心产地。
2012年，她放弃了优厚的待遇，应聘成为
承办上海国际茶文化旅游节的一家茶叶

交易市场的职员， 年收入少了三分之二，
只为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更多的茶企。

近两年的摸爬滚打， 江雪霞基本熟
悉了茶界的门道。 2014 年，她动员在北
京一家公司做销售的姐姐， 回到祁门古
溪乡谢家村际源村民组，投资 50 万元创
办了一家茶厂。

然而，创业前两年，加工的红茶并未
达到她的预期。

两年时间，江雪霞每天吃住在厂里，
将各地域的茶草分开制作，按不同时长、
温度、火候分别试验，硬是把加工的茶叶
当学费，不达标的一两不卖。 同时，走访
福建、云南、贵州等地，观摩茶叶制作技
艺，边制边试，攻克工艺瓶颈。

她在茶厂的基础上创办际源春茶业
公司，重点在源头上把好质量关。每年组

织茶农培训， 免费发放有机肥和粘虫黄
板，以优质优价引导乡亲们种好茶、卖好
茶。这几年，江雪霞仅农资等方面就补贴
茶农 80 多万元。

2018 年端午节前夕， 看到母亲包粽
子，江雪霞联想起“茶是草、箬是宝”的茶
叶贮藏谚语，突发奇想萌生用箬叶包红茶
的创意。 说干就干，“粽茶”一经推出便风
靡市场，当年单品销售额突破 500万元。

受此启发，江雪霞结合节气时令，又
推出七夕玫瑰红茶、寒露桂花红茶、冬至
姜茶等文创产品，主打线上销售，公司年
销售额达 1200 万元。

“我们的鲜叶卖给江雪霞，价格比市
场收购价要高出几毛钱，茶季过后到厂里
包粽茶，一天还能挣一两百元。”60多岁的
村民吴桃枝说。 如今，江雪霞的公司拥有

2000多亩合作茶园基地， 辐射茶农 3000
多人，人均年增收 5000元。 她本人也相继
获得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安徽省脱
贫攻坚先进个人、安徽好人等称号。

“春茶开采在即， 单粽茶订单已有
300 多万元。 ”江雪霞说，今年与抖音平
台合作，组建了专业直播带货团队，希望
让祁门红茶走得更广更远。

“人生本是一杯清水，关键在于你放
进去了什么？ 放进了泥沙便会混浊；放进
茶叶便芳香四溢。 ”即便投身商界，江雪霞
不经意间依然流露出哲学专业的背景。

前几天， 江雪霞当选为全国三八红
旗手。 面对荣誉，她说自己做得还不够，
最大的愿望就是将祁门红茶打造成黄山
传统茗茶新式解读的第一品牌， 向全球
消费者传递更新颖、更丰富的红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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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 16 路公交车线路巾帼班女
驾驶员共有 22 人，年龄最大的 49 岁，最
小的 25 岁。 她们个个技术精湛、服务耐
心、甘于吃苦、乐于奉献，涌现出企业劳
模樊远梅、陶惠敏，金牌驾驶员王爱琴，
先进生产者魏祥梅等先进人物。 她们通

过开展细心、耐心、热心、爱心、温心“巾
帼五心”服务，用微笑迎接乘客，耐心回
答询问，热情帮助遇到困难的乘客，好人
好事层出不穷，受到乘客的称赞。这条巾
帼班线先后获得 “合肥公交集团先进线
路”“合肥市工人先锋号”“安徽省巾帼文

明岗”等荣誉称号。
本报记者 温沁 摄影报道

““最美班线””扮靓一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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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贾克帅 通讯员 邓

婷婷 ）3 月 3 日 ，马
鞍山市纪委监委 、
市委组织部、 市妇
联联合举行“三八”
家庭助廉活动 ，将
廉洁文化建设延伸
到家庭。

自 2001 年 以
来， 马鞍山市每逢
“三八 ” 国际妇女
节， 都会开展 “三
八”家庭助廉活动，
对新提拔任用的县
处级干部及其家属
进行廉洁教育。 活
动中， 干部家属代
表登台谈体会 ，以
“谈 ”思廉 ；干部和
家属共签 “共树廉
洁家风、 共建幸福
家庭 ” 承诺书 ，以
“诺 ”崇廉 ；发放家
风教育读本 《清风
传家》《严以治家》，
以 “说 ”宣廉 ，努力

筑牢家庭反腐“防火墙”。
2020 年，马鞍山市充分利用网

络探索开展“云助廉”活动，以新提
任的县处级领导干部家庭为单位，
线上征集文章、摄影、美术、Vlog 等
反映廉洁家庭风貌的作品， 展现优
良家风，营造助廉氛围。

为服务型监管叫好
韩小乔

单个盲盒售卖

一般不超过 200 元，
剧本杀内容需要备

案 ，为 “宠物互动体
验馆 ” 提供营业指
南……近段时间， 上海多部门运用
服务型监管理念，以指引、规定等形
式出台措施为“潮经济”立规矩。

“潮”意味着新，对于一时兴起的
“潮经济”，也意味着没有现成的管理
经验可参考，若放任不管、任其野蛮
生长，则乱象频出；若是“一刀切”禁
止，影响消费者体验，卡住行业发展，
阻碍市场经济。

满足群众需求与激发市场活

力，并非不可兼得，关键要寓服务于
监管中。 要把握监管尺度，从实际出
发，按照法律法规，明确哪些内容可
强制划出 “红线 ”，哪些领域要提出
倡导性建议。 比如，盲盒的价格体系
要规范、营销炒作行为要禁止，但对
企业初次 “无心之过 ”可免罚 ，鼓励
却不强制设定盲盒抽取保底机制 。

只有监管部门对新形态

市场行为的理解越来越

准确， 监管理念越来越
新， 监管方式越来越包
容， 才能兼顾市场创新

与公众需求的平衡， 从而助推新经
济健康发展。

细微之处见温度。从密室剧本杀
企业备案“一网通办”，到为经营者提
供“教科书式”经营指引，只有服务重
细节，监管才更人性化。 一套成熟监
管体系的形成，往往伴随着产业发展
的试错的过程，政府为新业态提供服
务必然面对一些复杂情形， 因此，不
要怕“自找麻烦”而不敢探索，也不要
怕“未知挑战”而疑虑重重。要多从经
营者的角度出发，多思考如何放得到
位、管得高效，如何推动创新、形成长
效机制。

发挥监管智慧、守住监管底线，
把服务做得更实在更完善， 营商环
境就会越来越好， 市场活力就会竞
相迸发。

淮北加强政银合作

共同推动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 丁贤飞 通讯员

魏文侠）近日，淮北市市场监管局与
中国银行淮北分行举行知识产权金
融服务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根据协议， 双方将围绕强化推
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探索知识产
权金融创新、 加强知识产权数据利
用、 营造知识产权金融发展环境等
方面展开深度合作， 在知识产权数
据共享、白名单筛选及推送机制、推
进入园惠企行动等方面共同探讨 ，
协同发展； 合力探索可持续的知识
产权金融发展模式， 完善淮北市知

识产权金融服务生态体系， 强化知
识产权金融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作
用 ，实现创新型企业 、地方政府 、金
融机构多方共赢， 为推动知识产权
强市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淮北市市场监管局将利用与中
国银行淮北分行建立合作机制的契
机，不断创新工作思路，深化政银合
作， 促成金融机构更好服务实体经
济，有效缓解创新型中小微企业的融
资难题，共同推进淮北市知识产权高
质量发展。

霍山签约合作项目

建设县域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

本报讯（记者 张大鹏）日前，我
省首个由国网安徽电动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投资、建设、运营的整县电动
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合作
项目在霍山县签约。

根据协议，国网安徽电动汽车服
务有限公司计划在霍山县投资约 1.2
亿元建设充换电基础设施， 建成城
市核心区域 3 公里充换电服务圈，2
年内完成霍山县主城区、3A 级以上

景区以及乡镇全域充电设施建设任
务，实现二氧化碳减排超 200 万吨。

全部项目完成后，霍山全县范围
内将建设以快充为主、慢充为辅的公
共、专用充电网络，以及智能有序慢
充为主、应急快充为辅的居民区充电
网络，建立便捷高效、布局合理、适度
超前的充换电服务网络体系，形成多
目标、多层次、多场景充换电设施网
络布局。

安财大合肥高等研究院开班

本报讯 （记者 陈婉婉 ）3 月 5
日，随着安徽财经大学 2021 级 MBA
班在合肥开班， 标志着该校合肥高
等研究院迎来首批学员。

安财大合肥高等研究院首届
MBA 班的开班， 是安财大实现跨越
式发展的重要举措。 省教育厅、省发
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的《安徽省“十四
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提出，支持安
徽财经大学等高校在合肥建立高等
研究院。

安财大合肥高等研究院是合肥
市人民政府和安徽财经大学合作共
建的高端研究机构， 致力于打造财

经类实践创新人才培养平台、国家级
高端财经智库平台、 国际交流合作
“双千”开放平台、财经类高层次人才
集聚平台。 该机构将以此为依托，在
合肥开展非全日制专业硕士研究生
培养， 使之成为高层次人才培养、科
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功能性实体，为
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 合肥
“五高地一示范” 和金融中心城市建
设提供智力支持。

据悉，安财大合肥高等研究院在
合肥成立后，将开始校园功能规划建
设，并对外发布高等研究院人才招聘
公告，首批招聘博士 100 名。

公 示
根据 《安徽省新闻出版局关于开展 2021 年度新闻记者证核验工

作的通知》精神，现将持安徽日报新闻记者证拟通过核验人员名单公
示如下:

丁贤飞 马珺 马成涛 王子强 王丰齐 王艺林 王弘毅 王亚平
王珂 王恺 王晓雨 王海东 王甄 王慧慧 方枫兰 计永超 甘亮
田婷 史力 师晶 朱芳 朱胜利 朱晓刚 朱琳琳 任诗芹 华睿 刘峰
刘子凌 刘良慧 刘振 刘浩 关敬生 汤超 安跃武 许昊 许根宏
许蓓蓓 孙言梅 孙冠贤 孙海涛 李涛 李浩 李晨 李博 李军
李陈续 李忠 李季 李晓群 李跃波 李揽月 杨竹 杨飞 吴磊 吴永红
吴华兵 吴江海 吴晓平 吴晓征 吴量亮 何明 何珂 何雪峰 余晓林
邹宝元 汪永安 汪国梁 沈荟 沈宫石 张岳 张大鹏 张旭初 张雨秋
张尚稳 张荷香 张理想 张敬波 陈静 陈利 陈明 陈树琛 陈婉婉
陈群 武长鹏 范孝东 范克龙 范春晓 范柏文 罗鑫 罗广心 罗宝
周太山 周连山 周宗涛 郑莉 郑汉江 项良新 赵琦 胡旭 胡劲松
钟玉昆 洪放 洪波 姚炜 姚林 袁野 聂恒玉 晋文婧 贾克帅 贾学蕊
夏胜为 顾朝阳 顾群 钱定果 徐志纯 徐国康 徐旻昊 徐建 徐晓冬
殷骁 郭耀华 陶海珍 黄永礼 黄岩春 黄晓红 曹显钰 常欢欢
彭园园 董一帆 蒋莉 韩小乔 韩文 程兆 程铁军 温沁 蔡菡泠
潘成 魏冬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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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间高音量听音乐？ 随便掏耳朵？ 都请打住 ———

专家支招科学预防听力损失
■ 新华社记者 林苗苗

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生活中各种因
素的影响，听力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北
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主任高志强介绍，听
力损失不分年龄，要重视科学预防。

高志强建议，科学预防听力损失，尤
其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慎用或禁用对听神经有损伤的
药物，防止药物性耳聋。例如，氨基糖甙类
抗生素是引发耳蜗病变最多的一种耳毒
性药物，避免滥用这类抗生素是预防药物
性耳聋的一项重要措施，家族中有耳毒性
药物过敏史者也应慎用此类药物。

二是避免接触噪声。 长时间接触噪
声可导致噪声性耳聋， 强烈的噪声对听
力的损失是不可逆的。 例如，长时间高音
量听音乐，可以造成永久性的听力损失。
日常生活中收听音频的时间不宜过长 ，
音量不宜过大，要让耳朵得到适当休息。

三是不要随便掏耳朵。不适当地挖耳
很容易造成外耳道的损伤和感染，引发一

系列炎症。坚硬的挖耳勺还可能伤及鼓膜
或听小骨，造成鼓膜穿孔，影响听力。

四是科学饮食。建议多吃锌、铁、钙含
量丰富的食物，补充微量元素，有助于扩
张微血管，改善内耳的血液供应，防止听
力减退。 避免长期摄入高盐、 高脂肪、低
纤维素类食物，不要暴饮暴食，尽量戒烟
戒酒。

五是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稳定的
情绪，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人在情绪激动
或感到着急之后， 肾上腺素的分泌会增
加，可导致内耳小动脉血管发生痉挛，小
血管内血流缓慢，造成内耳供氧不足，从
而发生突发性耳聋。

六是积极治疗慢性疾病。随着年龄增
长，人体各个器官都在老化，听力器官也
一样。 60 岁左右时，约有 30%的人会对高
频的尖细声产生听力困难。 积极治疗高
血压、高血脂、脑动脉硬化等疾病 ，可以
改善微循环，延缓老年人听力减退。

七是勤做听力检查，发现问题尽早干
预，避免造成更严重的听力损失。

民生资讯·健康

3月 4 日，市民在合肥市科学健身指导中心接受免费的国民体质检测。当日，合
肥市科学健身指导中心在合肥体育中心揭牌。

合肥市作为全省首批科学健身指导中心建设试点城市之一，于 2021 年启动合
肥市科学健身指导中心建设，建成后的科学健身指导中心，集国民体质检测、科学
健身指导、运动功能评估和运动康复理疗于一体，将更好地为广大市民提供更加科
学、合理、优质、高效的健身指导和健康服务。 本报记者 范柏文 摄

健身指导中心 科学服务市民

“云上”吆喝乡村游
■ 本报记者 何雪峰

本报通讯员 李艳龙

“4 年前，我回到老家创业，投资创办
了民宿群。 ”3 月 1 日，砀山县良梨镇魏寨
村的民宿负责人董倩上线直播间，向网民
推介村里的旅游景点。

视频显示， 魏寨村民宿有 8 处院落、
17 个房间，配套有书屋、公共茶吧、西餐
区和中餐区。 “我打算把每个院落的内容
再丰富一些，增加演艺、书画和梨木雕刻
小工艺的制作等，使院落更加生动，增强
游客的体验感。 ”董倩对记者说。

当天，砀山县“乡村振兴融媒行”直播

活动走进良梨镇魏寨村， 聚焦特色文旅
业，对话民宿经营者、乡村振兴带头人，展
现“梨都”乡村旅游的独特魅力。

在良梨镇文家河边魏寨村的果园旁，
几处风格不同的民宿点缀其间。 池塘边，
民宿“听荷书屋”，篱笆小院、茅草柴门、卧
室里的大土炕……浓浓的乡土气息扑面
而来。

直播活动中， 董倩与主持人现场交
流， 边参观民宿边详细介绍民宿创建的
初衷和民宿发展的整体状况， 让网民直
观感受民宿群独特的设计风格和布局方
式。 在整个直播过程中，展现了魏寨民宿
群产业发展的整体风貌， 全景式的直播

镜头， 记录了魏寨村乡村旅游产业发展
的亮点和魅力，让广大网民足不出户“云
上观看”梨乡独特的民宿，感受乡村生态
旅游的乐趣。

良梨镇马庄村党总支书记 、村委会
主任陈正权告诉记者 ，马庄村魏寨中心
村位于砀山县梨树王景区中心地段 ，是
良梨镇酥梨小镇的核心区 。 近年来 ，该
村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文旅资源 ，大
力发展乡村旅游服务产业。 2021 年，创
办葛花滩梦幻梨园风景区 ，开创企业开
发村集体经济和村民入股分红的合作
模式，在梨花节、“五一 ”期间 ，带动周边
群众广泛参与旅游服务 ，提供就业岗位

100 余个。 当年为全村群众增加收入 50
余万元。

近年来 ，良梨镇坚持 “生态立镇 、文
旅兴镇、特色强镇 ”的发展战略 ，稳定发
展第一产业，提档升级第三产业，因村制
宜、多元布局 ，全力推进酥梨小镇建设 ，
推动农村电商发展， 构建融合发展的乡
村产业新体系 ，为发展 “生态旅游 、体育
康养、绿色电商”这一乡村振兴之路奠定
了坚实基础。

良梨镇镇长唐琳成对记者说：“接下
来，我们将依托魏寨民宿群、葛花滩梦幻
梨园、良梨镇乡村振兴学校、产学研中心
等相关配套设施，充分利用电商平台和网
络直播平台，形成‘吃、住、行、游、购、娱’
的全链式旅游体验，打造研、学、培训新业
态，推动全镇逐步实现以农业生产为主向
以乡村旅游为主转变的产业结构调整，在
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同时，让农民获得
实实在在的利益， 真正做到农业有干头、
农村有看头、农民有甜头！ ”

图为 3 月 4 日，在合肥市 16 路公交
车首末站望龙学校站停车场， 巾帼班司
机认真打扫卫生，精心布置车厢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