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栽植栗树苗 添绿促增收
■ 本报记者 柏松

近日， 记者走进淮南市潘集区泥河
镇店集村， 看见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栽
上了板栗树苗。 看着自家鱼塘边种植的
200 余棵板栗苗，村民李传保告诉记者：
“要不了多久，这里就会满眼绿色。 ”

以泥河镇店集村为圆心， 毗邻的代
庙村、杨柳村，芦集镇叶集村、潘集镇魏
圩村同步联动，1 万棵红油栗遍布乡村，

打造出绿色“生态银行”。
“店集村的自然条件很好，我们一直

在寻找既能带动群众致富又能保护生态
的项目。 ”淮南市人大常委会机关乡村振
兴驻村工作队队长鲍广成告诉记者，他
们与省农科院专家对接， 邀请专家来到
淮南市八公山区考察。

为了给乡村振兴添“绿”增色，今年
初， 驻村工作队引进了 1 万棵优良板栗
品种———红油栗，免费提供给村民种植。

“芦集镇叶集村准备引导村民种桃
树。 ”“潘集镇魏圩村今年计划种梨树。 ”
“杨柳村今年要加强人居环境整治。 ”春
节后的一次座谈会上， 同驻潘集区的 4
支乡村振兴工作队交流心得。

“板栗树 3 年到 5 年就挂果，管护很
简单，板栗无需采摘，成熟即落地，且便于
储存和运输，这个项目真不错！ ”得知店集
村引进了 1万棵板栗苗，大家都动心了。

“既能让群众增收，又能美化环境，咱

们也干吧！ ”作为店集村的“邻居”，泥河镇
代庙村党支部书记代广算也提出了申请。

5 个村围绕“村要靓 、路要绿 、民要
富”的思路，互动互助、协同共进。店集村
留下 5000 棵板栗苗， 其余 5000 棵支援
另外 4 个村，该村还提供技术支持，本着
群众自愿、树苗免费、不占耕地原则，鼓
励村民应种尽种，携手实现生态振兴。

暖风醉人三月春。 党员干部们撸起
袖子，挥锹铲土，护苗填坑，村民们或三
人一组，或二人配合，挥锄种苗，新植的
树苗迎风挺立，奏响绿色新希望。

“我们一定会为店集村打造出一个既
有经济收益又能美化环境的 ‘绿色银
行’。 ”看着种下的板栗树苗，店集村驻村
工作队副队长刘宇翔说。

·百姓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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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稀老艺人校园传承秧歌灯
■ 本报记者 周连山

本报通讯员 苗竹欣

春日的暖阳照耀着来安县大英镇
中心学校。 3 月 16 日下午放学后，大英
镇中心学校秧歌灯排练教室里 ， 十几
位孩子在一位老人的指导下 ， 排演秧
歌灯舞。

这位 74 岁的老人就是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秧歌灯代表性传承人章
思林。

他站在孩子们中间， 一个步子一个
手势地示范，一个动作一个节奏地纠正，
孩子们的动作越来越流畅了。 “锣鼓敲起
来！ ”章老发出口令，校园上空飘荡起欢
乐的锣鼓声。

章老的脚步像小伙子一样轻盈，跟
着他的动作，伴随铿锵的鼓点，跳起秧歌
灯的孩子们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

2021 年初，大英镇中心学校校长许
来友找到章思林， 请他在课后服务中教
孩子们学跳秧歌灯舞蹈，两人一拍即合。

“这是传承秧歌灯的好机会！ ”章思
林告诉记者。

2021 年 3 月的第一个星期三，大英
镇中心学校“四点半课堂”秧歌灯舞蹈班
开课了。 “章老师领着我们跳秧歌灯舞，
我很喜欢。 ”12 岁的杨若希同学说。

杨若希是大英镇中心学校秧歌灯舞
蹈队的小队员， 每周三放学后她都会准
时来到秧歌灯排练教室学跳舞。 她说：
“秧歌灯是我最喜欢的一门课。 ”

与杨若希一样，去年春季开学后，小
学四年级学生章琳在妈妈的鼓励下也报
名参加了秧歌灯舞蹈兴趣班。

“这个小姑娘先天条件就很好，就
是性格内向，刚学的时候，动作拘谨，放
不开。 现在越跳越好，越跳越自信。 ”章

思林说 ，章琳作为大英镇中心学校 “秧
歌苗”代表队队员，去年不仅参加了“六
一 ”儿童节的汇演 ，还参加了大英镇举
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文
艺晚会演出。

“自从参加秧歌灯舞蹈兴趣班后，小
姑娘变得开朗多了。 ”英语老师钟艳看到
章琳的变化， 十分高兴，“她以前不敢正
眼看老师呢，现在，她在课堂上经常举手
回答问题了，前后判若两人！ ”

如今在大英镇， 越来越多的孩子们
因为参加了秧歌灯舞蹈队而变得开心、
快乐、积极、自信……

“双减”政策落地后，大英镇中心学
校结合农村少年儿童身心特点、 兴趣爱
好以及地方文化特色， 精心设置课外个
性化特色课程， 让孩子们享受丰富多彩
的课外文化活动。

在章思林的精心培育下， 大英镇中

心学校的秧歌灯表演队在短短一年多时
间内，从一开始的几个小队员报名参加，
发展到如今 30 人的队伍。

章思林充分发挥非遗传承人的作
用 ， 吸纳当地秧歌灯爱好者作为志愿
者， 通过指导他们来培养师资队伍，再
让这些弟子走进校园培养幼儿园、中小
学老师。

“培养秧歌灯传承人的任务就落到
这些学校老师身上了。他们学成之后，就
可以从事秧歌灯表演艺术教学， 让非遗
秧歌灯薪火相传。 ”章思林说。

“我们首先要让孩子感受秧歌灯艺
术的魅力，只要孩子们有兴趣、愿意学，
就一批批教下去。 一旦发现有表演天赋
的好苗子，就好好培养，让这一优秀的民
间艺术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开花、结果。 ”
章思林与记者畅聊秧歌灯，言语之中，一
往情深。

曾获“‘杜鹃花工程’先进个人”的镇文化站退休干部，痴心不改，热心

开展非遗文化传承活动———

荨 3月 28 日，在合肥市蚌埠路第二小学，青年志愿者为学
生讲解日常生活中的安全常识。 蚌埠路第二小学开设“校园
安全小课堂”，为学生讲解防火、防电、防溺水等知识，提高
安全防范意识。 本报通讯员 熊璟怡 摄

安庆公益诉讼守护耕地“红线”

本报讯 （记者 陈成 通讯员 林美

琳）记者日前从安庆市检察院获悉，该院
将开展“公益诉讼守护耕地红线”专项行
动， 利用 8 个月时间全面排查涉侵害耕
地红线的公益诉讼案件线索， 攻坚办理
一批耕地公益诉讼案件。

安庆市检察机关在专项行动中将对
以下 8 种情形重点监督。

———未经批准或不符合规定要求的
建设项目、农村基础设施、景观绿化工程
等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违法违规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
窑、建房、挖沙、采石等破坏永久基本农
田，毁坏种植条件；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
和挖塘养鱼；

———闲置、荒芜耕地；
———以设施农业为名占用耕地违法

违规建设与农业发展无关的设施；
———在农业大棚内违法违规占用耕

地建设住宅、餐饮、娱乐等非农设施，以
及农业大棚看护房建设面积严重超标；

———农村乱占耕地建房特别是强占
多占等恶意占地建房；

———法律法规及上级文件规定的其
他违法违规占用、破坏耕地等行为。

该市检察机关注重发挥“田长+检察
长”协作机制优势，加强与田长办在线索
发现、信息共享、联合督办、诉前磋商等
方面沟通协调， 力求诉前实现保护公益
目的的最佳司法效果。

马鞍山慈湖高新区引资“云签约”

本报讯（记者 贾克帅 通讯员 邱雪

余齐斌）日前，一场跨越皖苏两地的签约
仪式通过网络视频方式顺利举行， 签约
双方分别是马鞍山慈湖高新区和常州威
斯双联科技有限公司。

通过这场“云签约”，马鞍山慈湖高
新区成功引入 “常州双联 5G 电子功能
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新材料”
项目，总投资约 10 亿元，为园区新材料
产业集聚发展注入活力。

此次签约的双联项目由慈湖紫荆创

投母基金投资的子基金川流资本引介，
将建设年产 1.2 亿平方米电磁屏蔽等
5G 功能材料和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隔
热材料的产品总部和生产基地， 建成达
产后预计年产值 10 亿元、 纳税 5000 万
元以上。

目前， 马鞍山慈湖高新区为双联项
目明确服务专员， 提供从签约到落地建
设、再到投产达效的全流程服务，助推项
目加快建设， 从而促进园区新材料和电
子通信产业加快发展。

淮北烈山区环境治理助力乡村游

本报讯（记者 丁贤飞 通讯员 邓亚

萍）阳春三月，位于淮北市烈山区的东部
新城， 城市综合性生态休闲公园———花
山公园正在进行绿化，即将与游客见面。

近年来，烈山区对化家湖、龙脊山水
库、泉山、花山等地实施环境治理，让乡
村更宜居，也带火了乡村旅游。

该区去年投入乡村振兴专项资金
9000 万元，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其
中，10.2 公里农村公路提质改造工程、9
公里农村公路养护工程大中修项目已全
部完工；5.2 公里毛头山森林防火道路完

成施工；4 公里人行防火通道二期工程
完成铺砌。

该区去年投入 1445 万元进行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推
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全年治理、转运农
村生活垃圾 5.5 万余吨。

该区烈山镇榴园社区拥有四季榴园
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依托石榴特色产
业，形成了石榴汁、石榴酒、石榴盆景等
一系列深加工产品； 宋疃镇和村拥有梨
园 1200 亩、桃树 600 亩、苹果树近万亩，
端稳的“果盘子”让村民腰包鼓了起来。

安徽大学在磁存储研究上获重要进展

本报讯（记者 陈婉婉）记者 3 月 28
日从安徽大学获悉， 该校新型磁性材料
与存储器件研究团队利用聚焦离子束微
纳器件制备和原位洛伦兹电镜表征技
术， 首次实现了纳米条带存储器件结构
单元中电流诱导磁斯格明子的写入、删
除及寻址一体化精准操控， 为构筑拓扑
磁性存储器提供了原理性支撑， 相关研
究成果发表在《自然·通讯》上。

信息存储是当前大数据技术、人工
智能、5G 通信的基石，是大国科技竞争
的焦点 、 国家战略部署的核心技术之
一 。 磁性材料储存了全球约 70%的数
据，是信息战中的关键材料。 但传统的
磁存储技术由于现有磁性材料的超顺
磁极限等限制，已经趋于密度和速度极
限。 寻找新型磁性材料以构筑高性能磁
存储器已经发展成国家信息材料领域
的重大需求。 2009 年，德国科学家在一
类手性金属磁性材料中，发现一种具有
非平庸拓扑特性的磁结构，称之为磁斯
格明子。 其具有尺寸小、稳定性高、电流
易操控等优点，有望作为下一代数据载
体，构筑突破传统磁存储技术限制的磁
电子学器件。

磁斯格明子存储器的设计方案早在
2013 年就已被提出，但在实验上遇到了
极大挑战。 其关键在于器件设计要在纳

米条带边缘制备一个与单个磁斯格明子
大小和形状均可比拟的几何缺口， 以实
现拓扑磁存储的写入和擦除功能。然而，
利用传统技术制备的纳米条带厚度和形
状不均匀， 导致驱动磁斯格明子运动所
需电流密度大且不均匀， 会产生高的焦
耳热效应，导致磁斯格明子可控性差。同
时， 用传统技术制备出的缺口特征尺寸
在微米量级，远大于理论设计尺寸，使得
磁斯格明子产生极不可控。 以上原因导
致在一个纳米器件结构单元中同时实现
数据的写、 擦除及寻址三个功能一直无
法实现。

针对这些问题， 安大研发团队设计
并研制出易于精细加工纳米微结构的透
射电镜原位加电芯片， 扩展了洛伦兹透
射电镜原位加电功能。同时，基于前期聚
焦离子束样品制备技术的积累， 制备出
可控制 、 厚度均匀 、 表面平整的器件
CoZnMn 纳米结构单元， 实现了电流脉
冲诱导的磁斯格明子产生和写入。 并通
过控制脉冲的宽度及电流密度实现了产
生磁斯格明子的步进运动寻址。 实验还
发现可以通过控制电流脉冲方向， 利用
边缘缺口消除斯格明子， 最终在一个器
件结构单元中实现了磁斯格明子产生、
擦除和驱动运动一体化电操控， 展示了
原理性器件写、擦除和寻址功能。

荩 3 月 28 日， 是第 ２７ 个全国中小学生安
全教育日，合肥交警支队经开大队联合中铁
四局集团、清华附中开展“警企校———小手

拉大手，共走平安路”活动。 清华附中师生代
表走进铁骑中队参观警用装备，参加安全知
识有奖问答等活动。

本报记者 温沁 摄

安全时刻记心上

做好肾病防治 共享肾心健康

据新华社电（记者 彭韵佳）随着经
济水平提高及生活方式等因素的改变，
慢性肾脏病的患病率呈逐渐增高趋势。
专家提示，公众要提高对肾病的认识，关
注肾病和心血管疾病的相互影响。

慢性肾脏病的病因很多， 但我国最常
见的慢性肾脏病为糖尿病肾病、 高血压肾
病和慢性肾小球肾炎等。其中，糖尿病已经
成为慢性肾脏病住院患者最常见的病因。

慢性肾病常见病因多、患病率高，同
时也有诸多危害。如果控制不佳，相当一
部分患者会发展至终末期肾病， 也就是
尿毒症。

慢性肾病常见的并发症包括水电解
质代谢紊乱、代谢性酸中毒、贫血、高血
压、慢性肾脏病矿物质骨代谢异常等。这
些并发症会导致心血管与其他脏器或系
统的疾病，进而增加死亡的风险。

据介绍，随着肾病加重，它对心血管
的影响随之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及死亡
率随之增高。 若慢性肾脏病进入“尿毒症
期”，约 50%的人可能死于心血管疾病。

“心血管疾病或其诊治也可导致肾损
伤，并影响肾病的预后。”中国医学科学院
阜外医院肾内科主任蔡建芳说，急慢性心
衰可引起肾脏损伤（即 1和 2型心肾综合

征）， 部分急性心衰患者会出现急性肾损
伤，60%的慢性心衰患者会出现肾损伤。
此外，冠脉造影和心血管增强 CT 可引发
造影剂肾病；心外科手术可引起围手术期
的急性肾损伤等。

虽然肾病流行广、危害大，但大部分
肾病可防可治，关键在于早期预防、早期
诊断及早期治疗。

早期预防的关键是保持健康良好的
饮食习惯及生活方式、规律运动、及时发
现并积极控制或去除肾病的危险因素，
如高血压、糖尿病、痛风、肥胖、肾毒性药
物等； 早期诊断的关键是尽早发现肾脏

的异常，包括症状和检查。
“肾病经常表现得很隐匿，无症状或

症状轻微易被忽略。 ”蔡建芳介绍，即使
表现出症状，也不具有特殊性，如乏力、
食欲不佳、恶心呕吐、胸闷气短等看着和
肾不沾边的症状，却可能是肾病导致的。
因此，要重视肾病可能的症状表现、及时
做好相关检查。

鉴于肾病和心血管疾病之间的密切
关系，对于有心肾共同危险因素者，要同
时关注心肾疾病的筛查和防治； 有心血
管疾病的患者， 要关注肾病的筛查和防
治；有肾病的患者，也要关注心血管疾病
的防治和筛查。

专家建议，若公众担心、怀疑或发现
肾病， 请务必在有经验的肾内专科医师
指导下进行诊治； 切忌听之任之而错失
良机，也忌道听途说、盲目用药。

民生资讯·健康

3 月 28 日， 颍上县水利局联合县红雨伞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来到保丰河捡拾
垃圾，宣传环保知识，用实际行动维护生态环境。 本报通讯员 王林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