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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录··

日前，我省发布《就业促进行动方案》，为劳动者和用工
企业提供更多暖心服务。“工会送岗位 乐业在江淮”就业援
助集中行动，吸引更多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就业，有效缓解省
内企业“招工难”问题———

就业援助彰显“工会作为”
■ 本报记者 张岳

好妯娌照料病患婆婆 15年
■ 本报记者 李明杰

“照顾婆婆也是应该的，我们现在
也老了，儿媳妇对我们也很好 ,孝心是
会传递的。 ”6 月 7 日下午，合肥蜀山区
小庙镇村民叶先华对记者说。大儿媳叶
先华和二儿媳刘光翠“两个妯娌”15 年
来携手悉心照料卧床不起的婆婆，感动
一方乡亲。

叶先华今年 57 岁， 刘光翠今年 56
岁。家中公公走得早，婆婆刘义桂之前一
直独自居住。 由于老人两个儿子常年在
外打工，老人生活多由儿媳两人照料。平
常老人想吃什么， 妯娌俩自己节省点也
会尽量满足老人需求。老人有个“头疼脑
热”是常有的事，二人便轮流带着婆婆到
医院看病并照料。

2006 年， 婆婆刘义桂因病生活完
全不能自理，在快餐店上班的叶先华和
在电子厂上班的刘光翠得知消息后，相
继辞去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开始
全身心地照料婆婆。

“婆婆生前是个很要强的人，生病
初期老人接受不了残酷的现实，脾气变
得暴躁古怪。”二人回忆说。为了把婆婆
照顾好，妯娌两人轮流打扫房间，为老

人梳头洗脸、洗刷尿布等。由于生病，老
人多次大便失禁， 把粪便涂满了床，搞
得家中臭气熏天，大儿媳叶先华不厌其
烦地清洗、拆换被褥，还为婆婆讲故事、
说笑话，逗她开心；遇到老人便秘，二儿
媳刘光翠就用手为老人疏通大便，并用
温开水帮老人清洗，仔仔细细地照顾。

日复一日，雷打不动。 两妯娌每天
定时为老人做饭喂饭、翻身按摩。 多年
来， 老人不但没有因长年卧床得褥疮，
反而身体上有很大的恢复。时间长了老
人情绪逐渐平静下来， 每每与人交谈，
老人眼里总含着热泪，手指着两个儿媳
妇连声说“好！ 好！ ”

两妯娌用心照顾婆婆的孝心也
感动了家人。 老人的大儿子卢庆伦感
慨地说 ， “我母亲躺在床上 15 年 ，我
爱人悉心照顾 ，做儿子的我都自愧不
如”。 老人的孙媳妇说 ：“我看见婆婆
叶先华给奶奶掏大便 ， 一点也不嫌
脏 ，还为奶奶讲村里的趣事 。 我也会
好好孝顺她。 ”

2021 年 6 月，90 岁的刘义桂安详
离世。 叶先华、刘光翠两妯娌的孝亲善
举感动了一方乡民，先后荣获“蜀山好
人”“中国好人”等称号。

无名烈士的“守墓人”
■ 本报记者 朱茜

在渡江战役中牺牲的那 16 位无名
烈士，陈少宽至今都没有忘记过。

“当时渡江战役已经胜利，解放全
中国指日可待，但是那些与我年龄相仿
的年轻战士们却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他
们连个名字都没能留下……” 近日，94
岁的陈少宽回忆起那时战士们下葬的
情景，眼角噙着泪水，仿佛又被拉回了
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1944 年 6 月， 陈少宽参加了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组织 ，成
了一名民兵。1949 年春，渡江战役拉开
帷幕， 身为皖北游击队四分区警卫班
长兼浃南乡民兵队长的陈少宽日夜忙
着支前工作。 在隆隆炮声中，解放军第
三野战军二十五军七十四师指战员从
位于长江大堤无为市永胜段发起渡江
作战，于 4 月 21 日胜利登上南岸。 第
二日，部队开拔南进，送往战地医院途
中牺牲的 16 名解放军战士只能就近
安葬在地名叫大、小坟堰的草滩上。 那
时的陈少宽哭了， 遗憾自那时起深埋
在他心底。

解放后，陈少宽满怀热情投入到了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成了芜湖市繁昌
区新港镇同和祥锅厂的一名工人。退休
后，陈少宽回到了老家无为市。

退休后有了时间 ，他前去悼念当
年的 16 名烈士 ， 却发现经过多年的
风雨侵蚀 ， 烈士坟茔早已坍塌荒芜 ，

墓碑字迹已模糊不清 。 见到此情此
景，他百感交集。 “一定要保护好烈士
坟茔！ ”于是，陈少宽踏上了守护烈士
英灵之路。

2007 年 2 月， 陈少宽奔走在老家
永胜村， 探访知情的老者和村组干部，
了解烈士墓迁移情况，主动找地方政府
和有关部门建议修建无名烈士陵园。10
月，陈少宽来到无为市民政局，郑重递
上关于修建烈士陵园的申请报告。在随
后的日子里， 他还分别找了省民政厅、
镇政府和村“两委”，多次深入商讨。 不
久，上级下拨的专款到账后，烈士陵园
工程开工在即，但资金仍有缺口，陈少
宽不停奔走学校、各企事业单位，积极
向社会各界筹措资金。

2009 年前夕，16 位无名烈士陵园
修建完毕 。 此后 ，陈少宽发现墓地需
要修缮 ，便分别给省 、市民政部门写
信。 忙碌的陈少宽有次在回家的路上
病倒了 ，但他仍不忘修缮烈士陵园的
事宜。

此后，在各方的努力下，烈士陵园
的修缮工程终于在 2017 年 1 月竣工。
青山有幸埋忠骨， 烈士的英灵得到安
息，烈士的精神万古流传。

10 年间， 陈少宽不停奔走努力，
寄发信件电话商谈 80 余次 ，车船费 、
电话费 、打印邮寄材料费全部个人承
担 ， 募集建设及修缮烈士陵园资金
33.7 万元……日前 ， 陈少宽被评为
“中国好人”。

近日，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望湖派出所联合蓝天救援队在望湖小学开展防
溺水宣传教育，提高学生安全防范意识。

本报通讯员 丁冠楠 摄

“就业援助集中行动期间，阜阳市工
会共发动外出务工人员参与调研 2100
余人，归集企业 1293 家，归集岗位 5.7 万
余个，举办线上招聘会 18 场，线下招聘
会 76 场，实现稳定就业 4435 人。 ”６ 月 ７
日， 在全省工会就业援助集中行动总结
表彰会上，阜阳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
席房继红这样介绍。

阜阳被称之为“民工大市”，从上世
纪兴起的“打工潮”正悄然发生着变化，
返乡就业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在阜阳“工会送岗位 乐业在江淮”就
业援助行动专场招聘会上，家住颍泉区的
陈涵和其他求职者一样，在各招聘展位之
间驻足，阅读企业招聘信息，详细询问用
工条件、工资待遇、工作环境等问题。招聘
人员热心询问每一个求职者。 “你是熟练
工吗？家住哪里？”“只要符合条件，马上就
能来上班！ ”……在安徽亿木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的展位前，陈涵相中了一个售后客
服岗位，并和企业达成就业意向。

“这两年一直在浙江打工，现在年纪
渐长，我不想再出远门了。在家门口能找
到合适的工作，既可以挣钱养家，又可以
照顾孩子和老人。 ”陈涵高兴地说。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阜阳市各级工
会通过多种渠道，全面了解企业用工需
求，分行业、分领域、分群体组织特色专
场招聘会， 先后举办了机械电子专场、
纺织服装产业专场、女职工专场等招聘
活动。

据介绍， 为有效提升招聘活动的精
准性， 阜阳工会还组织开展了送岗位下
乡、进社区等“点对点”式的小型招聘服
务活动，有序组织灵活化、多元化、错峰
式供需见面会，通过“小而精，少而优”的
多点发力，将用工服务下沉到基层，扩大
工会就业服务的覆盖面， 为求职者铺就
一条温暖就业路。

阜阳市颍上县职工服务中心通过送
政策、送岗位到基层、到乡镇、进社区活
动，破解求职者“来县城找、到园区问”的
难题。 同时，打造线上线下“7×24 小时不
打烊”就业援助服务，并委托第三方人力
资源公司与企业对接， 指导双方签订劳
动合同， 实时跟踪求职人员到岗在位状
况与待遇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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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间直播房间架起设备， 主播成为
求职者与公司之间的供需桥梁， 穿针引
线当起“红娘”。 “工资 4000 至 6000 元，
有意向的朋友可以与我们联系。 ”“员工
待遇优厚，带薪年假、高温补贴、员工旅
游等福利保障一应俱全” ……在来安县
总工会举办网络直播专场招聘会上，用
人企业讲岗位需求、薪资待遇；求职者在
线咨询、互动提问；“红娘”穿插介绍就业
政策、在线答疑。

滁州市总工会线上线下同步开展宣
传工作，发布用工信息、组织带岗直播，持
续不断帮企业找职工， 帮求职者找岗位，
多措并举缓解企业“招工难”，求职者“就
业难”，受到了广大企业和求职者欢迎。

以“云”为媒，以“网”为桥，为企业和
求职者搭建供需对接服务平台。 在官方
网站、职工服务网首页设立“工会送岗位
乐业在江淮”工会就业援助行动飘窗，一
键直达线上招聘活动， 一点直通 351 家
企业提供的 3200 多个岗位信息。 在“E
滁人才网”开辟招聘专栏，遴选 172 家企
业 1657 个岗位在滁州市总工会微信公
众号上分批次进行推送， 在微信公众号
底栏设有“职等您填”链接，供求职者填
写，后台自动生成表格，及时收集求职者
信息，第一时间提供对接服务。

线上宣传有声有色， 线下宣传全面
铺开。 滁州工会利用 130 余家窗口单位
门楣电子屏、3400 余辆出租车顶液晶屏、
30 余条公交线路的车载电视滚动播放
“工会送岗位 乐业在江淮” 就业援助活
动公益广告， 在滁州高速出口、 公交站
台、主要交通干道、社区、小区设置就业
援助行动公益广告，提高求职者知晓率。
工会志愿者在公园、广场、集贸市场等人
流量大的地方发放宣传页 1.69 万份，面
对面讲解最新就业政策， 提供周到细致
服务。

“我们将继续聚焦工会就业援助行
动常态化开展情况， 宣传报道各级工会
引导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返乡人员等
群体就近就业的好做法， 总结提炼企业
工会在关心关爱职工等方面的好经验，
充分彰显工会组织担当作为， 进一步提
升工会工作社会影响力。 ”滁州市总工会
网络和宣传工作部部长唐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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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由合肥市职工大学组织的首
期线上职业技能培训班正式开班， 共有
近 300 人参与两个月的培训。 “考虑到疫
情防控的相关规定，本期课程采取‘互联
网+职业技能培训’模式，我们通过观看
录播网课和线上直播课的方式参与互动
学习。 ”学员王雪雪说。

合肥市职工服务中心依托职工大
学，整合优质培训资源，优化培训项目，
做实做强家政、育婴师、厨师、电工等线
下传统培训品牌项目， 同时在合肥市总
工会官微陆续推出系列职工技能培训线
上课程，举办各类技能培训班 11 期，650
人取得各类专业资格等级证书。

技能强则岗位稳。 提升劳动者技能
水平，不仅拓宽就业渠道，而且能增强职
工岗位适应能力，提高就业稳定性。 “根
据不同群体的特点和需求， 分类制定服
务措施，从技能培训、法律服务、工会帮
扶等方面，构建‘就业+’劳动者稳定就业
保障体系。 ”合肥市职工服务中心主任王
金龙说。依托合肥智慧工会网络平台、合
肥工会律师志愿团、 劳动争议调解中心
及劳动仲裁派出庭受理职工投诉、 实施
法律援助、调处劳动争议，今年累计受理
职工关于劳动权益受侵害的投诉 92 件，
为职工挽回经济损失 131 万元。

“就业+工会帮扶”，解决困难职工后
顾之忧 。 合肥市总工会帮扶困难职工
709人次，发放困难职工生活救助、大病
救助等款项 147 万元； 常态化开展工会
送温暖，慰问困难职工 4950 人次，发放
送温暖款物 678 万元， 帮助他们渡过难
关，稳定就业。

合肥市职工服务中心积极与各级就
业人才服务中心、 社会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开发园区、劳动用工密集型企业开展
协作， 已与合肥市公共就业人才服务管
理中心、 包河区就业创业一站式服务中
心、安徽友能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海尔工
业园、格力电器、京东方等 57 家企事业
单位达成长期合作关系，整合招聘资源，
为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就业选择。

据了解， 在合肥市总职工服务中心
的带动下，上下联动、左右协同，全市各
级工会共举办线上线下各类专场招聘会
190 场， 发布招聘信息 48 期， 参与企业
4388 家，提供岗位 112191 个，实现稳定
就业 1550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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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引江济淮二期工程 （水利
部分）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已委托环评
单位开展，现已编制完成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 为做好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文件的相
关要求，现对《安徽省引江济淮二期工
程（水利部分）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进行公示，征求公众对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

的途径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
文的网络链接：

网盘地址：https://pan.baidu.com/
s/1VPZmMmp U2JpZ0pkyT3mobg

提取码：pw7s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途径：
公众可在公示期间， 于工作日至

建设单位查阅纸质报告书。
安徽省引江济淮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合肥市滨湖新区云谷路 2588 号
16-20 层

安庆建管处 地址：安徽省铜陵

市枞阳县连城东路安徽省枞川经济技
术学校

庐江建管处 地址： 安徽省合肥
市庐江县罗河路与西河路交叉路口往
西约 240 米

肥西建管处 地址： 安徽省合肥
市肥西县竹西路 1 号

淮南建管处 地址： 安徽省淮南
市谢家集区唐山镇赵郢大队部楼下

江水北送建管处 地址： 安徽省
亳州市利辛县朱集村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安徽省引

江济淮二期工程（水利部分）环境影响
评价范围内的公民、 法人代表及其他
组织， 涉及行政区为安徽省安庆、铜
陵、芜湖、马鞍山、合肥、滁州、淮南、阜
阳、亳州、蚌埠、淮北、宿州等 12 个市
46 个县（市、区）。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1. 公众意见表网盘地址：https://

pan.baidu.com/s/1VPZmMmpU2JpZ0
pkyT3mobg 提取码：pw7s

2.https://www.mee.gov.cn/xxgk
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
_6653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1.公众可以在公示期间通过公众

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下载公众意见表，
填写后发送到建设单位联系人邮箱。

2. 公众可以在公示期间通过信
函等方式将意见反馈给建设单位联
系人。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示时间：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 即 2022 年 5 月 31
日—6 月 14 日。

六、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安徽省引江济淮集团

有限公司
地址：合肥市滨湖新区云谷路 2588号
联系人：陈雪宝
电话：0551-65720175
电子邮箱：chenxb@ahyjjh.com.cn
七、评价单位及联系方式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 长江水资源

保护科学研究所
地址 ：武汉市汉阳区琴台大道

515 号
联系人：田志福
电话：027-84766038
电子邮箱：369933852@qq.com

安徽省引江济淮二期工程（水利部分）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