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愁史馆成孝老爱亲精神家园
■ 本报通讯员 钱续坤

著名诗人余光中说：“小时候， 乡愁
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
头……” 对于远离家乡的游子或者上了
年纪的老者而言，乡愁是扯不断的线，是
跨不过的坎，是舍不了的情。怀宁县月山
镇复兴村党支部一班人对此感触颇深，
并在弘扬孝老爱亲文化中将它作为乡土
乡情教育的题中要义，投资 200 余万元，

倾力打造复兴村乡愁史馆。
走进该馆，一股浓浓的乡愁气息扑面

而来，各个板块用娓娓道来的语言述说了
村庄的人文历史，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
了复兴村独特的山水风光、历史名人以及
建国以来复兴村所经历的发展变化和各
方面取得的崭新成就。

月山镇文化站站长李心正介绍说，
复兴村乡愁史馆以 “村史村情”“薪火相
传”“红色经典”“家规家训”“乡村记忆”

“复兴工艺”“农耕文化”等为重点，主要
通过文字、图片、实物等多种形式，还原
原汁原味的乡间生活场景， 展示浓缩乡
村的记忆，传承当地丰厚的民俗文化。

“逢年过节回家，我都会到这个馆里
逗留多日，那墙上的《杨氏家训》《陈氏家
规》等等，每每读来，都使我激动万分，这
对我们教育子孙后代确实大有裨益呀！ ”
已过古稀之年的杨成满老人， 尽管平时
在上海与儿子一起居住，可是每逢端午、

中秋、春节等传统节日，他都要回家乡，
摸摸这里的一草一木， 看看这里的一砖
一瓦，真切地体味一番乡愁的味道。

与杨成满老人同样激动的还有杨根
甲， 他长期留守在家， 是村里的一名老
党员。 “我经常把村里的一些老同志组
织起来 ， 到乡愁史馆里拉拉家常唠唠
嗑，乡愁史馆就是我们乐享晚年生活的
‘幸福驿站’。 ”

这与怀宁县月山镇复兴村党支部书
记查正严建设乡愁史馆的初衷不谋而
合：“我们就是要把乡愁史馆作为弘扬孝
老爱亲文化、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抓手，
使其真正成为群众缅古思今、自我教育、
凝聚人心、励志笃行的‘精神家园’。 ”

荩 日前， 滁州市南谯区徐岗社区党员志愿者为退役军人解答相关政策并
办理退役军人优待证。 退役军人优待证办理工作启动以来，该社区广泛宣
传退役军人优待证申领条件和办理流程，针对辖区年老体弱、残疾等行动
不便的退役军人，社区党员志愿者上门服务。

本报通讯员 董超 陆雪红 摄

情暖退役军人

2022年 6月 9日 星期四 责编/张荷香 版式/孙冠贤基层连线10

穿越时空，邂逅百年古村古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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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荷香 文 ／图

提起肥东县长临河镇六家畈村，很
多人只知道位于巢湖岸边，是“安徽第一
侨乡”。 其实，这里藏有一大片保存完好
的古民居群，如今已经修葺一新，散发着
独特的百年古韵。

初夏 ， 记者走进巢湖北岸的古村
落———六家畈， 有了一次穿越时空的邂
逅：高墙深宅，古民居群，吴家花园，以及
那些跌落时间长河的历史故事……

一个走出数千名侨胞

的湖边古村

六家畈的古建筑群坐落在巢湖北
岸，离合肥不过 10 多公里的路程，是合
肥市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古建筑之一。 “这
些古建筑群，于我而言，刚开始一切模糊
而又混乱。 ” 静静地听着当地人吴军介
绍，慢慢被这里的一草一木，以及那充满
沧桑感的灰砖小瓦马头墙所吸引。

吴军说 ， 六家畈迄今为止走出了
800 多名教授、 专家和将军， 海外侨胞
3500 余人 ， 港澳台同胞 5000 多人 ，有
“安徽第一侨乡”之誉。

说起六家畈的来历， 可从吴氏宗谱
上了解，南宋宝庆元年（1225 年）吴氏一
世祖吴宛廷夫妇自徽州婺源迁到茶壶山
东边。二世祖吴再三生了六个儿子，耕读
传家，人丁兴旺，蔚然成村，因此被称作
“六家畈”。 800 年来， 吴姓在此聚居而
憩，繁衍生息，人才辈出。 四世祖吴桢良
为明朝靖海侯、江阴侯，五世祖吴镒为监
察御史，至晚清时期，追随名臣李鸿章参
加淮军的六家畈民众多达数百人， 其中
诞生了吴毓芬、吴毓兰、吴同仁、吴育仁、
吴谦贞等 18 位淮军将领。

走出六家畈的淮军，有的留在外乡，
娶妻生子。 有的衣锦还乡，购田建屋，维
修祠堂，兴办义学，六家畈曾一度被称为
“小上海”。时至今日，六家畈古村仍保存
有大量明、清建筑风格的古民居。

淮军将领吴毓芬（1821—1891 年），
字伯华，是六家畈走出去的代表人物。吴
毓芬是吴氏家族第十七代子孙， 他和弟
弟吴毓兰胸怀大志，心系天下。目睹清末
天下战乱不止，便潜心研究军事。咸丰末
年，在六家畈一带组织团练，保卫乡里。
后追随李鸿章，统领华字营，华字营的将
士主要是由六家畈、 长临河一带团练组
成，他们是李鸿章最早的骨干部队之一。
后因作战有功，吴毓芬被提拔为“江苏候
补道”，加封“按察使”的头衔，去世后追

赠“太仆侍卿”。 弟弟吴毓兰因官至天津
布政使，一品封典。

同治四年（1865），吴毓芬辞官回乡，
购置土地万亩， 在六家畈杏树塘北岸营
造四所精美豪华的大宅第， 每处五间四
进，共 260 间。 紧跟着吴毓兰也返乡，建
豪宅 6 处，计 240 间。 后吴育仁、吴谦贞
等淮军名将陆续回乡建宅， 一座座富丽
堂皇的深宅大院就这样形成。

吴毓芬建造的是官宅， 吴毓兰在东
侧建了民宅， 官宅和民宅之间有一条三
尺宽的巷子，名为“手足巷”。这两个宅子
便构成了“吴家花园”主体结构，而“吴家
花园”也是李鸿章亲笔所题，至今里面依
然保存着许多历史古迹。

走过手足巷，深入这些老宅子，雕花
栋梁，古树老井，皆是不同的风景；枯木
逢春，镇井之兽意味着岁月静好……

再往里走，登上小姐楼，窗外是青色
的屋顶，日光被高大的树木遮挡。不知多
年前这小姐怀着怎样的情愫度过四季，
或伤感， 或欢愉……小姐楼里有一张大
床，床上的雕刻栩栩如生，让人无不惊叹
于中国传统工匠的精湛技艺。

当年， 返乡官员还修建了 “养正小
学”，免费让全村儿童上学，如今小学仍
在。望着眼前斑驳的墙面，轻轻翘起的檐
角，参天的梧桐，淮军史迹陈列馆、票证
博物馆、侨乡别院，这一切的一切，似乎
向人们讲述着光阴的轮回中， 那些今人
不曾参与的过往，是怎样的热闹和繁华。

一所曾为革命军人疗

伤的康复医院

据了解， 六家畈古民居豪宅共有六
大片，有房屋 13 幢 、33 路 ，计 505 间正
屋、205 间厢房及 5 条走巷； 花园 2 处；
公、私祠堂各 1 处；望湖楼 1 座。 这些房
屋均属徽派建筑，砖木结构，砖雕木雕精
细，青砖灰瓦，齐山飞檐，每栋房屋两边
设有封火墙，建工考究。因多种原因六家
畈的古民居已面目全非， 有的仅剩房屋
轮廓，有的成了仅剩古树空院，有的因无
人看管而自然倒塌。目前，通过整修恢复
原貌的共有 6 幢 17 路 85 间正屋、40 间
厢屋。

当地一位吴姓老人说，解放初期，六
家畈古民居群曾做过皖北干校， 开过财
粮员培训班，后来又变成康复医院，全名
为“安徽省第一康复医院”，专门收治在
战争中负伤以及落下病根的革命军人，
先后有 1000 多名军人在此疗伤，部分官
兵因伤势过重、医治无效而献出生命，长

眠于此。牺牲后的烈士骨灰埋在了附近，
茶壶山下的纪念碑也因此而来。 牺牲的
烈士中以东北人居多， 都是从朝鲜战场
上下来的。

康复医院为何建于此？ 当地人解释
说，新中国成立之前，这里的有钱人大多
去了台湾，甚至国外，留下了很多无人居
住的大宅院， 同时这里离撮镇火车站很
近，而且毗邻巢湖，环境优美。 吴姓老人
说 ：“当时从朝鲜战场下来的志愿军伤
员，就坐着火车一直到撮镇，再被送到这
里治疗。 ”

老人指着眼前的“六家畈古民居群”
说：“这就是康复医院的旧址， 而曾经的
康复医院在六家畈共有 6 处。 ”看着新修
好的古民居， 老人很遗憾地说：“过去这
儿一路都是房屋， 很长， 然后一路走下
去，一户人家就有近百间屋子，可惜后来
年久失修，一些房子毁了。 ”

一群努力推进乡村振

兴的侨乡人

吴家花园于 2015 年开始恢复修建，
2016 年免费开放，是安徽省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肥东县本着“修旧如旧”的理念，
最大限度地保持着吴家花园的原貌，同
时还挖掘独具特色的巢湖文化、 淮军文
化和侨乡文化内涵。 “玉兰故事馆”原本
是美籍华人吴世珊的旧居， 因民居院中
有两棵百年广玉兰树而得名。如今“玉兰
故事馆”被改造为侨乡文化博物馆，里面
不仅陈列着各种侨乡文化的展品， 还有
许多侨乡文创纪念品。

“六家畈发挥着联络海外华侨华人，
搭建沟通交流平台的作用。 ”长临河镇党

委书记王翠芬说，通过线上线下途径，邀
请侨胞开展座谈交流活动， 让他们为家
乡发展建言献策。 侨胞们也希望在交流
中挖掘合作的机遇，回到家乡投资创业。
如今，吴世珊不仅为养正小学积极捐款，
还在安徽大学设立奖学金， 为赴美留学
短训班牵线搭桥， 并多次介绍海外客商
到家乡考察投资。

六家畈打造侨乡特色文旅小镇，不
仅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 也吸纳了许多
村民返乡就业，实现村民增收致富。吴秀
娟过去一直在外务工， 如今已成为六家
畈玩具博物馆馆长。 “在外打工，总有许
多不便，如今在家门口就业，生活质量大
大提高。 ”吴秀娟说。

有两个孩子的赵倩是六家畈民宿
的一名管家 ， 她每天把孩子送到学校
后 ，再到民宿上班 。 看着家乡的变化 ，
赵倩感触颇深 ： “以前没办法只能外
出 ，如今回到家乡工作 ，收入稳定 ，还
能照顾家人 。 ”据吴军介绍 ，六家畈景
区共有员工 100 多人 ， 其中大部分都
是本地居民。

地上小草郁郁葱葱，古树枝繁叶茂。
抬头， 初夏的天空如水洗过， 湛蓝湛蓝
的，灰墙小瓦的屋檐，似乎见证了这座深
宅大院的蜕变， 沧桑浮华之后是沉默而
低调。 低头，便可看见园中的假山、流水
和池中的倒影，以及行走的游客，自然之
美和建筑之美是如此和谐统一。

肥东县长临河镇六家畈村有一大片保存完好的古民居群，
为何被誉为“安徽第一侨乡”？ 不久前记者前去一探究竟———

初心不忘 薪火相传
■ 本报通讯员 杨晓娜

定远县税务局近期开展了 “七个
一”光荣退休仪式活动，重温一段税务
人的芳华， 传承一份税务人的薪火，并
以活动为纽带，建立薪火相传的传承机
制。活动中，“老中青”传承初心：退休干
部分享自己从税历程和体会，青年税干
发言谈感悟，表示要传承老一辈税收工
作者的使命和激情，坚守初心，立足岗
位，锤炼本领，勇担重任。

“荣退仪式志愿服务”项目实施于
2021 年 5 月， 经县局酝酿后， 正式行
文，建立“七个一”荣退仪式制度：举办
一次仪式、赠送一束鲜花、送上一句祝
福、话别一次传承、建一张联系卡、开展
一次谈话、合拍一张留影。 荣退仪式主
要是以当月退休的干部职工为服务对

象，由人事部门组织，局领导主持，为即
将退休干部职工举办一场简朴庄重、充
满温情的荣退仪式。荣退仪式志愿项目
启动后，定远县税务局已举办了三次退
休仪式。

定远县税务局创新退休干部新思
路，从政治待遇、生活待遇和人文待遇
等方面，多角度关怀退休干部。 近三年
来共开展离退休活动 16 余次， 发放书
籍 2600 余套， 投入资金约 42 余万元。
该局单位各部门还相继出台一系列文
件，规范退休干部的管理。 一是严格遵
守因私出国（境）等各项制度和规定。二
是退休干部签订杜绝违规经商办企业
承诺书，从源头上杜绝预防。 三是开展
预防非职务违法犯罪警示活动，加强干
部“八小时”以外的管理，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

党员讲课 党课精彩
■ 本报通讯员 周本华

“今天，我给大家讲‘龙潭三杰’故
事。 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被称为‘龙
潭三杰’的我党杰出人物是哪三位？ 他
们分别是钱壮飞 、李克农 、胡底 ，其中
李克农和胡底就是我省巢湖市和舒城
县人……”

近日，肥西县供销社退休干部党支
部党员讲党课活动正在进行，县供销社
退休干部、原县社劳服公司经理张正斌
给党员精心准备了一堂党史故事
课———“龙潭三杰”。这已是该支部自去
年创立“党员讲党课”活动品牌以来第
三位普通党员走上党课讲台。

已是耄耋之年的张正斌， 在去年
支部开展党员讲党课活动中深受鼓
舞，当支部决定下次党课由他来讲时，

他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后因身体不适
住院治疗，至今仍在恢复中，但他没有
忘记自己的承诺， 一直在为讲好党课
认真做准备， 先后查阅了不少党史资
料。 他说，讲党课就要把课讲好，把党
史原汁原味准确地讲出来， 和党员们
一起交流学习。

在近 50 分钟的时间里， 他不仅讲
了“龙潭三杰”的故事，还讲了红军长征
中的故事片断， 党员们个个听得入神。
他们说， 张正斌讲的党史故事很精彩，
有的情节还真的是第一次听到。

据悉，肥西县供销社今年将把党员
讲党课活动作为支部党建工作创新的
品牌之一持续开展下去，把特色党建品
牌叫响叫亮， 让更多普通党员走上讲
台，把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常态化进一步
推向深入。

乡村“骑士” 保护环境
■ 本报通讯员 汪萍 马家贵

进入 “三夏 ”时节 ，在肥西县花岗
镇，农户们陆续开镰收割，油菜、小麦等
尽数归仓， 大家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
悦，而秸秆禁烧工作也进入到紧锣密鼓
的“攻坚期”。为巩固前期大气环境保护
成果，该镇镇村两级联动，发挥全区域、
全时段的禁烧工作机制作用，携手村民
一起打响了“蓝天保卫战”。

“严禁露天焚烧农作物秸秆、垃圾、
荒草、落叶等废弃物，严禁将秸秆等抛置
于河道、沟渠及水库塘坝等水体中……”
在田间地头、村头巷尾，处处可以听见秸
秆禁烧通告信息，各村（社区）充分利用
应急广播、流动宣传车等载体进行宣传，
确保全员知晓、全民参与，增强村民环保
主人翁意识。 各村（社区）在重点区域全

部设置了“禁烧看护点”或“值守点”，严
格落实 24 小时值班不间断巡查监管制
度。一个个身穿红马甲、手戴红袖章的乡
村“骑士”化身蓝天“卫士”，他们手持小
喇叭穿行在田间小径， 一边宣传环保政
策，一边巡查田间情况。

这些乡村“骑士”大多都是农民，随
着近些年禁烧政策的广泛宣传，多数群
众的环保意识已逐渐增强，在充分了解
秸秆禁烧政策以及焚烧秸秆带来的危
害之后，他们学习更多的秸秆综合利用
方式，并自愿参与到禁烧队伍中，做禁
烧带头人、宣传员、信息员和监督员，宣
传效果十分明显。

目前该镇已与 30 个村（社区）签订
秸秆禁烧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搭建夏
季禁烧值守点 30 处， 发放禁烧宣传资
料 2000 余份。

“和美家园” 凝心聚力
■ 姚林

本报通讯员 李林 李文胜

在扎实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活
动中，国网安徽电力以满足职工需求为
导向，大力实施“和美家园”建设，聚焦
打造“和谐”“美好”企业为目标，坚持每
年为职工办实事，不断增强职工的获得
感、归属感、幸福感，有力助推了公司跨
越发展。

经过三年的培育，国网安徽电力打
造出一批叫得响、可复制、可推广的“标
杆单位”“标杆项目”和“标杆场所”。如：
淮北供电公司“深化‘燕飞来’志愿服务
品牌”、宿州供电公司“开‘启’联盟新生
态，凝‘金’聚力赢未来”、铜陵供电公司
“‘铜’ 心共铸和美家园·女职工关爱体
系建设”……

谈起“和美家园”建设的初衷，国网
安徽电力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和美
家园”注重为职工办实事、送温暖、解难
题，营造一个快乐工作、健康生活的氛
围，重点帮助职工解决后顾之忧，让职
工有更多的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到电网
建设、 安全生产和营销服务当中去，为
安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幸福提
供可靠、坚强的电力保障。

据了解，通过“和美家园”建设，国
网安徽电力三年来共解决职工诉求
2662 件，慰问困难职工 1174 人 ，制定
班组减负措施 41 条 ， 筹集公寓房源
3181 间， 建成各类体育活动场地 424
块、 职工文化工作室 40 个、 职工书屋
155 个、女职工“阳光家园”70 个……形
成了“企业以职工为本，职工以企业为
家”的和谐发展氛围。

荨 6 月 6 日， 合肥市肥东县八斗镇一社区志愿者在参加无偿献
血。 当日，在该镇以“献血挽救生命、爱心传递永恒”为主题的献血
活动中，居民共献血 80300 毫升。 本报通讯员 高德升 摄

献血传递爱心

�� 肥东县六家畈村一景。。

6 月 8 日，含山县仙踪镇企业办联合市场监督管理所、城建办走进辖区内企
业，开展“安全生产月”大检查活动，重点检查安全生产落实情况，普及安全生产
常识。 本报通讯员 欧宗涛 陈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