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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成）
5 月 4 日 ， 《诗词里的中
国 》2022 年安庆市首届万
名少年儿童经典诵读活
动启动。

以 “喜迎二十大 奋
斗新征程 ”为主题的本次
诵读活动 ，是 “强国复兴
有我 ”群众性主题宣传教
育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
旨在引导广大少年儿童
通过诵读经典 ，学习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树立崇高
理想 ， 传承民族精神 ，塑
造自信自强的品格 ，争做
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
代新人。

本次活动将持续 7 个
月时间， 自今年 4 月底开
始至 10 月底结束。 城区 3
万余名中小学生将广泛参
与，他们将利用课后时间，
加入班级兴趣小组， 有计
划、 有主题地开展经典诵
读。 各学校将组建诵读团
开展校园诵读 ， 并参加全
市诵读活动。

同时 ，市组委会将每月围绕一个主题 ，逐月
开展全市性的大型户外诵读活动。

·文化视界·

4月 27日，在亳州市花戏楼景区，梆剧团的演员在表演经典地方戏曲片断。 连日来， 亳州市梆剧团开展“‘云上’送戏进万家”活
动，组织演员到景区演唱戏剧精彩片段并进行直播，让广大群众足不出户欣赏精彩的文艺演出。 本报通讯员 张延林 苏英杰 摄

““云””上送戏进万家 宿州开展电梯质量安全提升行动

本报讯（记者 何雪峰）日前，宿州市开展全市电梯质量
安全提升行动，解决群众安全乘电梯问题。

宿州市全面开展电梯安全使用状况摸排， 掌握维保公
司和住宅小区电梯安全运行情况， 排查存在电梯底坑积水
的小区 46 个，底坑积水、井道渗水电梯 160 余台。 对存在电
梯隐患问题的 20 个小区 106 台电梯建立问题清单，分类实
施整改。 对使用单位不履行安全主体责任的、对维保单位不
按安全技术规范要求进行保养的，严肃查处并通报警示。 对
连续两年列为 D 类维保单位，责令退出维保市场，并向社会
公示。

该市建设电梯应急救援平台，对 1.7 万部电梯张贴救援
标识并纳入救援系统，实现对故障电梯精准定位，高效救援。
今年以来，处理电梯应急事件 510 起，平均救援用时 4 分钟。

积极推行电梯责任保险，发挥保险事故赔偿和风险预防
作用，探索培育“保险+服务”“电梯养老保险”等模式，并开展
试点应用和推广。

民生资讯·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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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一线筑匠心
———记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口孜东矿固定队班长曹学涛

■ 本报见习记者 鹿嘉惠

本报记者 安耀武

回想起第一次独立检修设备的情景，曹
学涛记忆犹新。 面对拆开的螺钉、螺帽和零
配件，怎么也无法完成设备复原组装。 正当
他急得满头大汗时，师傅走过来很快帮他完
成组装。

“想制服这些 ‘铁疙瘩 ’，就要有 ‘硬本
领’。 ” 师傅的一句话对曹学涛触动很大，此
后， 他暗下决心： 要成为大型矿用设备维护
“大拿”。

如今， 曹学涛已是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口孜东矿固定队班长。 20 多年来，他
先后获得 “新集工匠”“淮南工匠”“淮南市五
一劳动奖章”“江淮工匠”“全国技术能手”“全
国劳动模范”等荣誉。

1996 年，曹学涛以农民工身份被招录为
中煤新集一矿固定队职工， 从事矿主井井底
设备维检及安装辅助工作。 为锻造过硬的本

领，他把业余时间用在“充电”上，先后研读了
《机工基础》《液压学》《机电知识手册》等专业
书籍 30 余部，记下了 10 多万字的学习笔记。
他还参加了机电专业的自学考试， 取得了安
徽理工大学函授文凭。

凭借一股韧劲和刻苦钻研的精神， 他相
继掌握了抽、压、提、排等大型固定设备技术
要领， 在矿里组织的技能比武竞赛中屡屡夺
冠。 2014 年 7 月，他参加了安徽省第六届职
业技能大赛绝技绝活比赛，夺得“钢丝绳无毛
刺对接”技术项目大奖，这是他在专业技术领
域获得的第一项大奖。

2009 年夏，因工作需要，曹学涛从新集
一矿调到口孜东矿固定设备队任机工班长。
口孜东矿是智能化矿井， 先进智能化设备占
全矿 80％，说明书全是外文。曹学涛虚心向设
备方带来的翻译请教，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
记录了安装、调试的每个细节，很快摸清了进
口设备的性能。

到任不久，矿压风机因超温不能启动，造

成井下压风不足， 单位要求他在一周内解决
问题。面对全新的挑战，他把设备运转原理图
分成几个部分画下来。 为掌握设备运转过程
技术参数，他反复试验和改造，解决了风机超
温问题，并获得“一种空气压缩机风道”实用
项目专利。

此后，曹学涛不断挑战极限、挑战自我，
先后攻克了“一种多绳摩擦式提升绞车天轮
衬垫车削装置 ”和 “一种矿用提升绞车钢丝
绳清扫装置 ”技术难关 ，并获得实用新型专
利证书。

“过去，天轮换衬垫，一个组 10 人，矿井
生产要停一个‘圆班’。 现在只需 2 人就能轻
松完成，而且安全系数大大提高。 ”曹学涛说。

20多年的技改生涯，曹学涛完成了更换衬
垫新工艺、摩擦式提升机调绳工艺、主井装载
舍板改造等 30 余项技术及工艺创新项目，为
矿井大型设备的平稳运行作出了突出贡献。

2014 年，新集公司成立固定队 “大师工
作室”，曹学涛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积累下来

的经验和知识传授给他人 ， 成为一批批新
人的师傅 ， 实现了从 “技能大师 1 人作贡
献 ”到 “‘1+N’作贡献 ”的提升 ，先后带出专
业骨干 50 多人 ，个个都能独当一面 ，成为
行家里手。

他还依托“大师工作室”创客平台，针对
公司在用产品的具体构造进行分析、 研究，
运用不同的理论知识 ，制定详细的 “双增双
节”计划、任务清单 ，持续开展配件加工 、优
化改进等工作，为矿井每年节约维修成本数
百万元。

以曹学涛为带头人的口孜东矿固定队大
师工作室，2016 年被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命名
为“煤炭行业技能大师工作室”，2019 年被安
徽省总工会授予 “安徽省劳模创新工作室”，
2020 年被授予“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一人的光芒虽亮但如蜡烛般微弱，而一
群人的光芒可以照亮远方。工匠亦是如此。只
有涌现出越来越多的能工巧匠， 行业乃至国
家的发展才能兴旺。 ”曹学涛说。

拎稳“菜篮子”
积极惠民生

许蓓蓓

为保障重要民生商品稳

定供应， 近来各地积极开展
“惠民菜篮子”行动，比如合肥
市开展的“惠民菜篮子”活动
时间长达 43 天 ， 为该市自

2011年开启“惠民菜篮子”工程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
今年 3 月以来的新冠疫情呈现点多 、面广 、频发的特

点， 为防止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 “米袋子”“菜篮子”等
各类民生商品出现价格波动，各地积极做好价格行情预判
及民生商品供应 ，精准科学地调控 “菜篮子 ”价格 ，未雨绸
缪采取应对措施，有力地保障了疫情期间广大群众的正常
生活。

“菜篮子”装着大民生。 近来，各地以“菜篮子”“米袋子”
为切入点，通过推出 1 元菜、低价菜，规定平价菜品种及数量
等举措，在价格调控的点滴细节处下功夫，在看得见、摸得着
的菜价、菜品上下功夫，让群众买到物美价廉、种类丰富的菜
米面油，让群众的日常生活得到保障。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惠民菜篮子”活动以民生冷暖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解决群众关心的“关键小事”，就是实实在
在解民之忧、踏踏实实为民办实事。

安大团队提出开发能源存储器件新方案
本报讯 （记者 陈婉婉 ）记者 4 月 26

日从安徽大学获悉， 该校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吴明在教授课题组受仿生学启
发， 提出空气阴极电催化剂疏水化工程
方案，开发新型能源存储器件，使下一代
金属-空气电池表现出更高的功率密度
输出和循环寿命。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
相关专业的国际顶级期刊 《德国应用化
学》上。

开发兼具机械柔性、 高能量密度和
优异安全性的微型储能器件， 对于当前
可穿戴电子器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对于商业化锂电池来说， 因使用易燃易
爆的有机电解质六氟磷酸锂， 高标准封

装工艺必不可少， 但限制了其机械柔性
的实现，同时降低了穿戴体验；微型超级
电容器具有功率密度高、充电时间短、循
环耐久性长、安全性高、平面电极构型易
集成等优点，但其能量密度较低，不能满
足实际应用要求。 因此，为适应智能穿戴
设备的快速发展， 新型能源存储器件的
开发，成为当前的必然要求。 锌空电池具
有高能量密度、 环境友好及低成本等优
势， 但其空气阴极上发生的四电子氧还
原反应较为迟缓， 导致其功率密度低并
影响其循环稳定性， 严重限制了其实际
应用。

科研人员发现， 潜水苍蝇的蜡质表

皮上覆盖着大量的细毛， 可以形成一层
疏水层以捕捉空气。 这样，当苍蝇潜入水
中时，身体和翅膀周围会形成气泡，以保
护它们免受水中盐分和有机污染物的沾
染。 受此启发，吴明在教授团队围绕锌空
电池空气阴极中多相界面处的氧扩散不
足开展了系统的研究， 实验测试与理论
模拟结果表明， 疏水表面设计能够促使
空气阴极上形成更多的三相反应界面 ，
促进了氧扩散， 使其表现出更高的电催
化效率。 以疏水化阴极组装出的锌空全
电池具有更高的能效和更好的循环耐久
性。 该研究结果为空气阴极上促进界面
反应动力学提供了一种有效策略。

5月 3 日，游客在铜陵市义安区梧桐花谷景区赏花观景，乐享假日。 “五一”假期，铜
陵市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丰富“农家乐”假日旅游项目，吸引市民就近开展乡村游。

本报通讯员 过仕宁 摄

游客在合肥滨湖国家森林公园游览。 近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倡导开展本地游、周边
游、短途游，合肥市各景区加强疫情防控，确保广大市民就近安全文明有序旅游。

本报记者 范柏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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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椒“云”上校招
助力企业揽才

本报讯（通讯员 冯琪 记者 周连山）“这场‘云招
聘’太及时了！我们通过直播发布了岗位信息，已有很
多应届高校毕业生联系了我们。”日前，力神股份有限
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张超点赞全椒“云”上校园招聘会。

全椒县 “云 ”上校园招聘会是滁州市 18 场线
上专场招聘会的首场，招聘活动中，该县近百家企
业为全国高校应届毕业生提供了 1000 多个岗位 。
“云招聘 ”活动开始的前两个多小时 ，直播观看人
数达 20 万人次，互动人数超过 4000 人次 ，收到简
历 500 余份，约四分之一岗位线上达成对接意向。

近年来，全椒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机遇，
实施“智汇椒陵”人才工程，开展人才培育“椒子”计
划。 2021 年，该县兑现全职、柔性引才等各项引才奖
补资金 176.7 万元。

一朝春夏改 隔夜鸟花迁

今日 20时 26分立夏
据新华社电（记者 周润健）“一朝春夏改，隔夜鸟花迁”。

当太阳到达黄经 45 度时，立夏节气到了。北京时间 5 月 5 日
20 时 26 分将迎来立夏。 此时节，夏日初长，槐柳阴密，帘栊
暑微，万物并秀。

历史学者、天津社科院研究员罗澍伟介绍说，每年公历
的 5 月 5 日或 6 日，为立夏节气之始，它是二十四节气中第
七个节气，也是夏季第一个节气，与立春、立秋、立冬并称“四
立”，代表着季节的转换与过渡。“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
立上头”，成为立夏时节的景观特色。

古人所说立夏，含“万物至此皆长大”之意：“夏，假也，物
至此时皆假大也”。 就是说一到立夏， 随着日照和雨水的增
加，气温逐渐升高，农作物和各种绿植开始茁壮成长。

“立夏将离春去也，几枝蕙草正芳舒”。此时节，已经有新
生的果实供人们尝鲜了。江南梅子、樱桃开始成熟，南国早熟
荔枝上市，酸酸甜甜，正是初夏的味道。

立夏时处春夏交替之际，公众该如何养生保健？ 罗澍伟
结合养生保健专家建议指出，一定要顺应环境变化，科学养
生。 中国传统医学认为，立夏养生的关键是养心———包括心
脏在内的整个神经系统，甚至精神心理因素。 这是因为心主
阳气，能推动血液循环，维持人的生命活动；温养心阳，可使
体液新陈代谢正常，心脉无阻，预防心脏疾病的发生。

进入立夏，人体新陈代谢加快，食欲也很容易受到影响，
此时饮食也应当遵照“春夏养阳”的原则，以清淡、易于消化
和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为主， 减少油腻厚味和辛辣食物的摄
入。 可适量增加蛋、奶、豆制品、瘦肉以及蔬菜、水果、粗粮的
用量，保障优质蛋白与纤维素的供给，以维持脏腑功能的正
常运转。

春夏交替，昼长夜短，气温升高，气候干燥，中老年人往
往会出现心脑血液供给不足，烦躁不安，酸懒倦怠等症状。应
晚睡早起、增加午休、适度锻炼，有意识地接受天地清明之
气，进行精神调养，确保个人精力饱满，体力充沛，以平和愉
悦的心情，喜迎夏日到来。

铜陵提升学前教育服务水平

本报讯（记者 刘洋 通讯员 徐小波）铜陵市近日出台方
案，明确 2022 年学前教育促进工作目标，聚焦“入园难”“入
园贵”等问题，推出系列举措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提
升学前教育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

据铜陵市出台的方案，该市今年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
园 4 所， 资助幼儿 1848 人次， 推动学前 3 年毛入园率达
96%、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保持 85%以上、公办园在园幼儿
占比达 55%。 该方案明确，农村原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在园
幼儿资助标准每人每年不低于 1000 元， 幼儿园要从事业收
入中提取 3%至 5%的经费用于减免收费、 提供特殊困难补
助等。

为促进学前教育快速发展，该市着力补齐短板，通过新
建、改扩建一批公办幼儿园，开展幼儿资助和幼师培训，解决
好儿童早期教育服务难问题。同时，全面落实幼儿资助政策，
确保对接受学前教育的在园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
儿童资助全覆盖。

该市将在争取上级支持的同时，拓宽融资渠道，积极吸
引社会资本参与学前教育促进工程建设，增加有效投入。 加
强监督、检查、考核，完善协调机制，确保学前教育促进工作
有力有序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