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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实践精准服务群众

“志愿者师傅，您看我这电饭锅，怎么
接不上电了？ ”前不久，六安市新时代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集市在裕安区
月亮岛社区的新时代文明
实践广场上鸣锣开集 ，爱
心车队的队员们变身维修
师傅，身穿红马甲，手持各
种专业工具， 为居民义务
修理家用小电器。

一抹“志愿红”，温暖整

座城。去年以来，六安市将新时代文明实践
融入“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结合“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专题学习教育，向
社区群众征求“微心愿”，精准对接群众需
求，派出专业志愿服务队，示范引导优质资
源直接深入基层，探索运行“开门询单、中
心制单、群众点单、志愿接单、社会评单”的
“五单”机制，为群众提供专业便捷的“靶
向”志愿服务，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

“在家门口就能学庐剧，业余生活很
充实，真正实现了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
金安区三里桥街道友谊社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社区艺校”庐剧班学员荀维荣说。
六安市文化馆和市文明创建指导中心联
合推出“社区艺校”项目，课程由市文化馆
选派各科老师、管理员，精准对接群众需
求，让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接受免费且高
质量的艺术培训。 目前，首批 15 家“社区

艺校”已全部招生完毕，开始授课。
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延伸到哪里。

六安市依托 8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143
个所、1945 个站，推进志愿服务站点建设，
结合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重点在城乡社区、
公共文化设施、景区景点、医院、交通场站、
政务大厅等场所建设提升一批标准化志愿
服务站点。截至目前，六安市组建各级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队伍 40１３个，登记在册文明
实践志愿者 92.３２万人， 累计开展活动 1２
万余场，受益群众 1２０６.3万人次。

“今年，我们将围绕打造信仰之城、幸
福之城、魅力之城、善治之城、共享之城的
目标，围绕做好人民群众牵肠挂肚的民生
大事和天天有感的关键小事， 精细化、项
目化、常态化开展文明城市创建，着力在
提升城市文化品位、提高市民文明素质上
下功夫，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和安全感。 ”六安市委宣
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
主任李品说。

创建为民擦亮文明底色

蔷薇盛开，月季怒放，徐徐清风送来
阵阵鸟语花香。 干净整洁的健身步道、错
落有致的道路绿植， 配置齐全的健身器
材……一个个精致的“口袋公园”展现着
生机盎然的生活图景。 小公园，大民生，
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市民不禁赞叹城市
之美。

“一条条主干道宽阔平坦，一条条背街小
巷修葺一新。城市越美越干净了，居民小区环
境也有很大改善， 受惠最大的还是咱老百
姓！ ”家住六安市裕安区永康新村的居民陶
海十分感慨。 永康新村是老旧小区，前不久

列入六安老旧小区改造计划中。 小区改造后
环境焕然一新，路面也平坦了，管网都安上
了，楼梯间安了灯，监控也装上了……文明
创建给居民带来看得见、 摸得着的实惠，大
大提升了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创建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六安市改造
完成主次干道、 商业大街路口和人行道出
入口缘石坡道515处；开展背街小巷环境整
治230条， 开展105个居民小区环境检查；拆
除主城区楼顶广告字牌73处； 整治主次干
道383个跨路管网线等。聚焦停车场、农贸市
场改造、文明养犬、背街小巷整治等群众关

心关切的重难点问题，以“绣花功夫”精细管
理扮靓城市，于细微处传导城市温度。

“以前车不让人，人也不让车。 自从
争创全国文明城市以来， 现在开车不礼
让行人都觉得不习惯。 ”出租车司机陈师
傅说。 开出租车 10 多年的陈师傅见证了
六安城区道路由窄变宽， 也亲历了城市
发展的日新月异， 最让他感慨的是斑马
线变身文明线。

文明之花盛开大街小巷， 文明成果
惠及万千群众。 如今，在皋城大地上，交
通道路斑马线前车辆礼让行人， 大街小
巷 “牛皮癣 ”被公益广告所代替 ，餐馆内
公筷成为用餐标配……一个个市民身边
的 “小文明 ”，渐渐汇聚成六安创城路上
的“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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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道路上， 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凝魂聚气、成风化人，着力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深
化文明创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

创建为民 用实干书写“文明答卷”
■ 本报记者 张岳

榜样力量筑牢文明之魂

“魏晶晶虽然已经离开一年多了 ，但
她对工作兢兢业业、对群众耐心细致 、对
案件一丝不苟、对法治不懈追求的精神 ，
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坚定地走下去。 ”六安
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悦说。

榜样就是方向，榜样就是力量。 去年
六安市大力培育选树典型模范 ，戴清 、余
静获得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余
家军当选 2021 年度全国 “诚信之星 ”，魏
晶晶 、王敏 、张成武 、何家枝 、周端彬 、王
家全、张怀东 7 人荣登 “中国好人榜 ”，金
寨县詹柯怡当选 2021 年度全国 “新时代
好少年”等，省级以上模范好人等先进典
型入选数创历年新高。

“只要能得到老百姓的认可 ，我感觉
在这干 20 多年还是值 。 每治好一个病
人，我心里都非常自豪。 只要岛上还有一
个人，我就还会在这里坚守下去 。 ”全国
“诚信之星 ”、 六安市金寨县麻埠镇齐山
村海岛卫生站医生余家军说。 今年 44 岁
的余家军自 1999 年卫校毕业后 ，主动放
弃城里的发展机会 ， 回家乡当起了一名
村医，20 多年守护岛上群众的健康。

崇德向善浸润心田 ， 榜样力量筑牢
文明之魂 。 六安坚持把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贯穿文明城市建设全过程 ，全
面提升公民道德素养 ， 培育崇德向善精
神家园，引领社会文明新风。 不断创新形
式，持续开展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等先进
典型宣传宣讲活动 ， 将道德模范的事迹
创作改编为 《天上的星星亮晶晶 》《背着
残疾弟弟的坚强女孩 》等文艺作品 ，以喜
闻乐见的形式让典型走近群众身边 ，用
榜样力量筑牢文明之魂。

风雨摆渡人
温暖众乡亲

■ 本报记者 李明杰

到 5 月 11 日为止，刘庆已经 57 天没有摆渡了。“疫情有
影响，暂时停了。眼下形势有些好转，我又要上岗了。”刘庆脸
上露出笑容。

今年 48 岁的刘庆是当涂县黄池镇西河村的摆渡人。 西
河村没有集市，村民们赶集、上街、出行都需要去河对岸的查
湾， 再辗转去往芜湖等地。 “去往对岸的渡口已经存在了百
年，摆渡到对岸算是‘老传统’了。 ”刘庆说，这段路程看似只
有短短几十米，却因为隔着一条河，绕到对岸至少需要 1 小
时。 而乘坐渡口的摆渡船，三五分钟即达。

上世纪 30 年代，刘庆的外公每天手摇小木船，在清晨，
送乡亲们出门赶集、上班。傍晚又迎着夕阳，将他们一个个接
回家。 后来，刘庆的舅舅从外公手里接过了摇橹，一摇就是
40 多年。 2007 年，71 岁的舅舅打电话给刘庆，希望在城里打
工的他，能成为下一代摆渡人。 “祖辈都是干这个的，到我这
代不能丢了。 ”刘庆当即决定回乡，成为摆渡人。

作为一名摆渡人，每天早上五点，刘庆开始一天的渡船
工作。 一天 14 小时，来往 100 多趟，从不会因为人少而考虑
成本延迟开船。 “我不求大富大贵，守在家乡，跟乡亲们在一
起，就很幸福。 ”刘庆说。 20 多年，渡船的价格始终维持在 1
元钱。渡船还有年票的售卖方式，一年 45 元，不限次数，车渡
不要钱，随到随走。

刘杰从不喊苦也不叫累。 渡船工作中，难免遇到过渡人
误解，但他总是热情主动服务好每一名过渡人。 过河中很多
是老人小孩，随身携带有重物，他总是自己或者叫自己相熟
的人“搭把手”。 “渡船也是在渡心嘛。 人都有情绪不好的时
候，控制情绪，做好服务就好了。 ”刘庆说。

风雨摆渡人，安全须记心。每到安全培训的时候，有的摆
渡人怕麻烦，借口工作忙，不去做安全培训。刘庆每次参加安
全培训总是仔细做笔记， 并把学习的内容践行在工作当中。
救生马甲、救生圈、安全标志等都按标准摆放。每次村民上下
渡船时他都不厌其烦地提醒村民“安全第一”。

15年来风雨无阻，刘庆为青山河查湾段乡民来往摆渡
近百万人次 。 他凭借细心 、耐心和娴熟的驾船技术 ，摆渡
船多年 “零事故 ”，受到居民赞扬 。 去年 11 月 ，刘庆获评
“安徽好人”。

让崇尚劳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 李揽月

近日，有两条消息令家长关注。 一是新修
订的职业教育法首次从法律层面明确职业教

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二是《义务
教育课程方案》 将劳动课独立出来， 炒菜做
饭、种植花草、修理家电等都成为课程内容。
这两则看似没有直接联系的顶层设计， 其理
念是相通的， 前者是从法律层面着力提升职
业教育的认可度， 把技术技能型劳动岗位外
化为受人尊敬的职业选择， 后者意在从娃娃

抓起，把劳动内化为永久的生活习惯。 两者都
是要从教育层面引导学生和家长树立正确的

劳动观，从而以顶层设计来影响底层逻辑，达
成社会共识。

职业教育是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
工巧匠、大国工匠的基础性工程，简言之，就是
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 然而，中考普职分流的
焦虑、教育“内卷”的白热化，说明对职业教育
的偏见依然裹挟着大多数家长。人们对待职业
教育的偏见，实质上是对于劳动者的偏见，“万
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透露的轻视劳动、不

尊重劳动者的社会心理， 形成强大的底层逻
辑。 这种偏见的长期演绎，已导致整体教育发
展出现结构性失衡，整个社会高素质劳动者短
缺。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赋予职业教育同等地
位，正是对社会价值取向的纠偏。

劳动课成为独立课程的消息甫一推出，
便受到家长的热烈欢迎。 家长并非不知道劳
动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意义，却往往无能为力。
长期以来，劳动教育在学校中被弱化，在家庭
中被软化，在社会中被淡化，很多中小学生缺
乏劳动意识，不会基本生活技能。 有的学生看

起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却四体不勤、五谷不
分。 有的学生在学校大扫除也让家长代劳，有
的大学生把脏衣服寄回家洗……知与行的严
重分裂，难以培育出健全人格。 现在由学校开
设劳动课， 孩子在学校学会了炒菜做饭等生
活技能，回家后就有兴趣付诸实践，劳动教育
弱化、软化的现象有望得到改观。

劳动创造了人类，劳动是人类生活的首要
基本条件。 2018 年提出将劳动教育纳入教育
方针，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不仅是要培养学
生自主生活的技能，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形成健
康的劳动价值观，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劳动
和劳动者理应得到应有的社会尊重和地位。顶
层设计与底层逻辑的抗衡与磨合一直在继续，
如风鼓荡草地，草上之风必偃。 相信顶层设计
的“指挥棒”作用会日益显现出来，在全社会养
成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的风尚。

“隐形的翅膀”
传递爱与希望

■ 本报记者 朱茜

“通过直播带货把以前滞销的农产品用快递送到全国人
民手中，消费者能买到价廉物美的绿色农产品，农民能够打
开农产品销路，这也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 ”5 月 10 日，蚌埠
市“无臂女孩”杨莉对记者说。 这几天，杨莉一直在广西和陕
西做助农直播，参加公益协会组织的活动。每天往返于果园、
仓库之间，生活忙碌而又充实。

杨莉在四岁半的时候，和伙伴们到父亲工作的变电站玩
耍，不幸被高压电击中。 手术后，小杨莉捡回一条性命，却永
远地失去了双臂。在母亲的引导下，她学会了用双脚写字、穿
衣、吃饭……命运让杨莉付出了比别人多百倍的努力，也让
她收获了比别人更多的勇气。“虽然意外带走了我的双臂，但
是并没有带走我热爱生活、自立自强的勇气。”这是杨莉常挂
在嘴边的一句话。

杨莉深知残疾人生活的不易，她多次参加助农助残扶贫
公益活动，带货助销，助农增收，为助力乡村振兴发展贡献自
己的一份力量。

前几年，短视频行业风生水起，杨莉开始在网络平台上
注册账号分享自己的生活。 热爱生活的她，会做各种复杂的
美食，给自己化起妆来也很顺 “手 ”……很快 ，她拥有了近
1000万粉丝。

2019 年，杨莉开始接触电商和直播平台 ，直播带货的
生意从最开始的几单、十几单，到后来慢慢变成几百单、几
千单， 自己的努力和粉丝的信任让她拥有了更大的力量。
她告诉记者，直播带货是近几年兴起的热门行业，同时也是
非常适合农民、残疾人自主创业的领域。 助农助残也是很多
主播乐意参与的公益事业，残疾人因为身体原因，很难在现
实社会中找到合适的工作， 但可以在家里通过直播带货增
加收入。

“个人能力有限，助农助残公益事业需要更多人参与进
来，更需要社会的支持。”杨莉说。失去双臂，却不失生活的勇
气。这么多年来，杨莉用实际行动书写精彩人生，是我们身边
的好榜样。 去年 11 月，她荣获“安徽好人”称号。

近日，宿州市埇桥区顺河镇乾山樱桃成熟。 针对樱桃采
摘费时费工的实际状况，顺河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志愿
者帮助农户采摘樱桃，保证成熟的樱桃及时采收上市。

本报通讯员 祝家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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