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 12 日，亳州市中医院的护士们在庆祝国际护士节。 当日是第 111 个国际
护士节，亳州市中医院组织慰问在工作岗位上的护士，表达对护理人员的敬意和
关怀。 本报通讯员 刘勤利 魏姗姗 摄

为解决农村留守老人生活难题，让老人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从 5
月 10 日开始，长丰县义井镇推行助老服务，由村党员志愿者为当地留守老
人提供送餐上门服务。 本报记者 李博 摄

送餐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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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许蓓
蓓） 随着合肥疫情形势
的好转， 市民就近就地
休闲旅游正在兴起 ，当
地乡村文旅产业正逐步
复苏， 为当地乡村经济
发展增添新活力。

5 月 8 日， 第二届
长丰樱桃采摘节开幕 。
当日该县陶楼镇兆和源
家庭农场 500 亩大樱桃
园开园，2000 多位市民
来到樱桃园， 共同分享
采摘乐趣， 收获丰收的
喜悦。活动期间，游客亲
手采摘大樱桃， 还参与
樱桃树认养活动。 樱桃
园开展大锅灶、烧烤、帐
篷露营、 灯光秀等丰富
多彩的活动。

进入 5 月以来 ，肥
东县张集乡百亩牡丹争
相绽放、姹紫嫣红，形成
花的海洋。 今年该乡的
牡丹文化旅游节在搭好
“看花戏台” 的基础上，
唱好 “招商大戏 ”，围绕
特色文旅资源优势推介
产业项目。 通过“云”推

介，吸引近 20 万人次观看直播。肥西、
庐江、巢湖等地的乡村，纷纷推出龙虾
垂钓、桑葚采摘、农事体验等乡村游项
目，吸引了不少游客纷至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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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成立文学艺术院
本报讯 （记者 陈成 通讯员 潘月

琴）5 月 8 日， 桐城市文学艺术院挂牌
成立。

桐城成立文学艺术院，旨在充分挖
掘、整理、利用历史名人资源和地域文
化优势， 组织承办文学创作研讨等活

动，赓续桐城文脉，繁荣桐城文化。该院
隶属桐城市文联，系全额拨款公益一类
事业单位。

该院将以创建“中国文学之乡”为契
机，扶持桐城文学新人，推出优秀文艺作
品，进一步扩大桐城知名度、美誉度。

铜陵开展中小学生气象科普竞赛
本报讯（通讯员 吴彬 姜蕊）铜陵

市气象局、市科学技术协会、市教育和
体育局近日决定，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
展 2022 年铜陵市中小学生气象科普竞
赛活动。

主题为 “早预警 、早行动 ：气象水
文气候信息，助力防灾减灾”的中小学
生气象科普竞赛活动， 是铜陵市青少
年科技创新系列赛事之一， 旨在贯彻

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 普及科学知
识， 提高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的气
象科学素养。

活动以“气象科技实践报告评选活
动”形式开展。按相关要求，气象科技实
践报告需结合活动主题， 可涉及天气
（天气现象模拟）、气候、预报、气象防灾
减灾等方面。撰写报告推荐截止日期为
7 月 30 日。

校园“老大哥”当起“安全员”
■ 本报通讯员 蔡竹平 刘亚萍

本报记者 许蓓蓓

连日来， 在合肥市蜀山区各中小
学、幼儿园的疫情防控一线，涌现出许
多勇于担当的“校园卫士”。 合肥市新
城小学体育健康老师陈本树就是其中
一员。

每天早晨 7 点， 陈本树手拿额温
枪，准时等候在新城小学校门口，为每

一位踏入校门的学生测量体温。 早上 8
点 20 分，等同学们全部进入校园，他又
开始对当天的晨检情况进行统计 、上
报，并做好因病缺课学生的追踪工作。

到了中午，匆匆吃完午饭后，陈本
树对着几十个消毒喷壶忙活起来，先按
照比例在大桶里稀释好消毒液，多少升
消毒液兑多少升的水，他早已了然于胸。
稀释好之后，再将消毒液仔细装入每个
班级的消毒喷壶里，供老师们使用。

忙完这些，到了下午上学时间。 陈
本树再次来到学校门口，为学生测体温。
等到孩子们下午放学回家、老师们用完
消毒液，陈本树又要开始新一轮的消毒
液配比、装壶工作，为第二天做准备。

从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至
今，作为体育健康老师的陈本树，一直
是校园防疫“安全员”。他和同事们一起
一次次地开展校园防疫演练，对校园的
疫情应急处置流程十分熟悉。 穿上“大

白”服，身背喷雾器，穿梭于校园各个角
落进行消杀工作……

他不仅关心孩子们的身体健康，更
关心他们的心理健康。 从教多年来，他
对待学生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在孩子
们遇到困难时，他总能帮助他们消除负
面情绪，给予孩子们最贴心的陪伴。 对
待同事，他也是同样的热心，哪个班、哪
个区域需要重点消杀，陈本树撸起袖子
就去帮忙。 在同事们的眼中，他是任劳
任怨、行事稳健的“老大哥”。

在校园防疫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中，陈本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默默守
护着全校 900 余名学生和 65 名教职工
的健康，为校园疫情防控贡献力量。

农机“土专家” 田间显身手
■ 本报记者 周连山
本报通讯员 李晓村 吕华 文/图

在来安县施官镇张储村， 有一位
“传奇人物”，虽初中肄业却心灵手巧，
极具发明创造天赋，因此获得“来安县
‘十佳’ 科技英才”“安徽省农机一线
‘土专家’”等多项荣誉。

他就是张储村 48 岁的村民贾兴
柱， 现为苏皖农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

2012 年 ， 贾兴柱创办苏皖农机
农业专业合作社 。 他在使用播种机
过程中发现播种机存在漏种与播种
不精准等问题 ， 便暗下决心改掉这
些缺陷 。

他自己动手将播种机反复拆卸组
装，研究其结构和工作原理，并结合播
种机在不同田块、 不同地形的实际运
用情况， 仔细查找问题， 提出改进思
路， 并虚心向农技专家求教。 不懂绘
图， 他就请专业人员按照自己的想法

绘出图纸。 经过无数次试验，2014 年，
他改进的新一代播种机面世， 播种误
差率大大降低，杜绝了漏播现象，避免
了田块两头重复播种现象。 他为这种
新型播种机成功申报了 “精控播种 ”
“滤网、报警器”“软轴传动”等 3 项实
用新型专利。

此后 ，贾兴柱注册成立了来安县
苏皖农业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将一些
报废收割机改进组装成为旋耕 、播
种、施肥、开沟等多功能一体机 ，成功
攻克了印刷播种机断纸技术 ，解决了
育秧过程中播种不均等问题。 不仅如
此，他还利用北斗卫星定位技术研发
了电动遥控轨道运货车 ，解决了农事
活动过程中秧盘等物品搬运的人工
成本高的问题。

“我要在农村广阔天地为国家粮
食安全努力工作 ， 实现我的人生价
值 。 ”贾兴柱说 ，“目前 ，我正在研发
水稻小麦两用直播机等多款新型播
种机 。 ”

荨 贾兴柱在调试水稻小麦两用直播机。

10年拓荒建设生态家园
■ 本报记者 柏松

本报见习记者 张彩莉

“疫情防控常态化了， 物流也畅通
了，现在每天有 10 吨桑葚发往浙江。 ”5
月 12 日早上， 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
安徽润航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及凤台
县正祥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
杰说。此刻，他正在凤台县的种植基地组
织脱贫户将桑葚采摘、装车、外运。

乡村振兴首要在于产业振兴，而产
业振兴离不开人才。 2012 年，王杰从安
徽大学商学院毕业 ， 选择回到农村创
业。 他在奋斗中，洒下青春的汗水，把养
猪场变成了现代生态循环农业科技示
范园。

回到农村后， 王杰用所学的专业知
识， 通过银行商业贷款和青年创业贴息
贷款， 在凤台县凤凰镇岗胡村租地 102

亩， 注册成立公司， 建立了现代化养猪
场，进行生猪养殖、销售和饲料加工。

在 王 杰 的 养 猪 场 里 ， 有 个 占 地
15000 立方米的沼气池， 日处理养猪场
产生的粪便污水 160 吨左右， 年产沼气
110 万立方米。 王杰告诉记者：“利用沼
气、沼渣和沼液生产的有机肥，可种植蔬
菜、 水果， 解决了养殖场废弃物排放问
题，变废为宝，净化环境。 ”

经过几年的努力， 养猪场的存栏母
猪达到 5500 头， 年繁育仔猪 13 万头 。
2017 年，王杰创建安徽润航农业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致力打造“生猪养殖—沼气
利用—水生蔬菜—无公害果蔬” 生态循
环农业发展模式，建成了 1000 亩润航生
态循环农业科技示范园。

“利用饲养畜禽产生的废弃物，采取
‘漂浮水芹—空心菜—泥鳅 ’ ‘漂浮水
芹—中山杉—泥鳅’‘漂浮水芹—莲藕—

泥鳅、小龙虾’等模式，从养殖沼气工程
到种养结合，做到畜禽资源化综合利用，
实现零排放，沼液变黄金。 ”王杰告诉记
者， 企业与中国科学院亚热带生态农业
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安
徽农业大学、 湖南农业大学等高校院所
建立科研合作关系， 与中国工程院院士
印遇龙专家团队成功组建试验示范基
地，实现了养殖业生态循环，让农村废弃
沟塘逐渐变成了生态家园。

2019 年，王杰引进了无籽大十果桑
品种 ，种植了 300 亩果桑 ，采取 “猪—
沼—果 ”生态循环模式 ，一亩地可产鲜
果 1000 公斤以上， 可加工果桑干红酒
700 公斤左右 ， 也可加工成果桑干 、果
汁。 通过电商、现场采摘等销售方式，大
大增加了果桑经济效益。 2021 年，王杰
的企业实现产值 1.2 亿元 ， 销售收入
8000 万元。

为助力脱贫攻坚， 王杰与凤台县扶
贫办签订了生猪扶贫带动项目， 带动全
县生猪养殖贫困户 200 户， 每户每年收
入不低于 2000 元。

在养猪场里， 岗胡村脱贫户胡献云
每天都会来报到，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
能获得不错的收入。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
振兴，王杰帮扶的脚步从未停歇，在润航
生态循环农业科技示范园里， 每年带动
100 多人就业，20 户脱贫户在园区工作，
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

带领企业发展的同时， 王杰一直用
实际行动践行着对社会的爱心 。 10 年
来，他拿出 50 多万元回报社会，并免费
为困难群众提供养殖技术， 带领他们致
富增收。 他先后获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
锋、安徽省乡村振兴青年先锋、全省农村
青年致富带头人等荣誉称号。

安徽中药分子序列标准平台上线
本报讯（见习记者 罗晓宇）记者从

省药监局获悉，由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
院负责开发设计的中药分子序列标准
平台通过国家工信部审核，已于 5 月 8
日上线。

该平台依托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中
药质量研究与评价重点实验室和我省
“115”产业创新团队，首次将分子生物技
术结合大数据平台存储分析应用于现代
中药质量标准体系， 是中药质量评价数
字化战略行动取得的一项创新性成果。

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相关负责人
介绍，该平台聚焦中药材 DNA 分子序列

信息检索、数据储存与分析、资源共享与
技术交流， 目前一期项目主要包括标准
核酸数据库、 公共核酸数据库、 物种查
询、上传信息等 4 个模块。 其中，标准核
酸数据库模块的建设，通过“样本序列—
标准序列—比对序列”的数字化存储、动
态更新、在线分析与结果判定等方式，创
新了现有中药质量标准评价模式。

据悉，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将继
续以标准核酸数据库和公共核酸数据
库建设为核心，探索中药质量标准数字
化新模式，努力打造服务我国药品质量
监管的重要技术支撑平台。

淮北启动“职业教育活动周”
本报讯 （记者 丁贤飞 通讯员 于

金龙）近日，淮北市教育局、人社局等 9
部门联合开展 2022 年职业教育活动周
活动，大力宣传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
匠精神，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
伟大的时代风尚，展示职业教育重大改
革发展成果，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职业
教育的良好氛围。

淮北市职业教育活动周主题为“技
能，让生活更美好”。 在此期间，该市将
开展校园和企业开放活动、“少年工匠
心向党、青春奋进新时代”主题教育宣
传活动、 走进社区开展便民服务活动、
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宣传活动、职业教育
教学质量提升活动、中小学生职业体验
活动等 6 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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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抢救性发掘一古墓群
本报讯 （记者 周连山 通讯员 李

晓村）5 月 10 日，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对滁州西涧汉唐古墓群抢救性考古
发掘工作全部完成，发掘古墓 22 座，其
中砖室墓 8 座、土坑墓 14 座，墓葬年代
为东汉、东晋、唐、宋等时期，出土一批
铜镜、铜簋、釉陶壶、陶罐等器物。

今年 1 月，滁州市琅琊区“西涧印
象”安置小区在施工过程中发现了几座
古代墓葬。 得知此情，该市文物局立即
介入，制止施工，并报请安徽省文物局
进行抢救性发掘。

经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业人员现
场勘查发现，该施工范围内应是一个古
代墓葬群， 须先开展考古勘探工作，确

定其详细准确的古墓葬数量和位置后，
才能进行抢救性发掘。 随后，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组织考古勘探专业人员对此
墓地进行了考古勘探 ， 总勘探面积
60000 平方米，发现了两片古墓葬集中
区，共有古墓 22 座。

在考古勘探工作完成进入发掘阶段
时，恰逢滁州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考虑尽
量减小对施工企业工期的影响， 承担此
次考古发掘任务的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滁
州工作站的工作人员， 立即进入发掘现
场， 并按照施工企业的工地封闭管理规
定，入住施工工地临时住所。 经过近一个
月的紧张工作，至 5 月 10 日，此古墓群
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已全部完成。

蒙城建成方舱医院
本报讯 （记者 武长鹏 通讯员 代

慧康）近日，蒙城县建成方舱医院，交由
该县第一人民医院实施运营管理。

为确保在应急突发事件 （疫情）的
处置过程中，有充足的医疗资源为群众
提供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蒙城县根据
国家卫健委相关规定，于 3 月底完成前
期基础工作，选择县经济开发区一符合
要求的标准厂房建设成方舱医院。经一

个月的紧张施工， 该方舱医院共投入
2000 余万元建成了 200 张床位。

据建设方舱医院的蒙城县兴蒙投
资公司负责人介绍，为了保证工程质量
和进度， 县里紧急调动各方参建力量，
高峰时期日投入 200 余人，经过日夜奋
战，方舱医院的室内地面、墙体、隔断以
及各种配套工程整体建设完成，随时可
以投入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