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 焦

2019 年 10 月 11 日，复兴号高速列车通过巢湖市栏杆集镇广袤
的秋收田野。

“十三五”是安徽省铁路网加快形成的重
要时期，郑徐、杭黄、商合杭、郑阜高铁、淮北—
萧县北联络线、 庐铜铁路建成通车， 合安、安
九、昌景黄、池黄、宣绩高铁、巢马城际铁路陆
续开工并加快建设。

特别是 2019 年， 商合杭高铁合肥以北段
通车运营，全省 16 个省辖市实现高铁通达，安
徽也成为全国第二个“市市通高铁”省份，全面
迈入高铁时代。

截至目前，全省铁路运营总里程达到 5100

公里，其中高铁 2165 公里，铁路网密度已经达
到 364 公里/万平方公里，实现“市市通高铁”，
县域铁路覆盖率达到 80%， 其中高铁通达 24
个县。

安徽在全国铁路网特别是高铁网的枢纽

地位进一步提升，目前已开通至 4 个直辖市、
18 个省会城市和 50 多个地级市的直达高铁
动车。 随着铁路网加密，以及信息化票务、智
能化设施的广泛使用， 群众出行效率和品质
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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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上大汉塘，候鸟变“留鸟”
———看城池村的“两山”实践

浅红、深红、金红……眼下，安徽省庐
江县柯坦镇城池村大汉塘的池杉林，各种
颜色相互交织， 仿佛一簇簇缤纷的火焰，
倒映在清澈明净的水面上，为冬日的乡村
增添一道色彩斑斓的风景线。

池杉林深处，星星点点的鸟儿或展翅
飞翔、或嬉戏打闹、或潜水觅食，清脆的鸣
啼声不绝于耳， 与静默无语的大汉塘景
色，在一动一静间形成完美的组合，平添
了不少生机与灵动。

仿佛落入画中，笔者不由得放慢了脚
步，大自然的气息让人感到格外舒适。

陪同笔者采访的柯坦镇宣传委员罗

大全介绍， 大汉塘是一座历经千年风雨、
水面积达 330 多亩的园林水库。 传说大汉
塘开挖于汉代，当年群雄割据，诸候混战，
曹操为方便兵马饮水， 就开挖了这座水
库，故名“大汉塘”。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了
涵养水源，防洪固坝，当地群众开始在这
里种植池杉，久而久之，形成了如今独特
的“水上森林”美景。

“森林只能长在陆地上，怎么会在水
中生长？ ”面对笔者的疑惑，城池村党委书
记樊中文解释说，池杉是杉科，落羽杉属
植物，这种树木的耐水性很强，能够长期
在水中正常生长，常被人们称作植物“活
化石”，每到秋冬季变装，原本翠绿色的叶
片便更换成一袭赭红色。

“你瞧，这几天气温降低，杉树的颜色

显得越发鲜艳了。 ”樊中文说，大汉塘生长
着约 1.2万棵左右的池杉，其中不少历经沧
桑，见证了几十年来城池村的生态之变。

樊中文告诉笔者，大汉塘一方面以灌
溉为主，另一方面又是当地村民的备用水
源。 为解决面源污染问题，这些年来，村里
定期引入活水，实现了水系的循环，保障
了大汉塘水质和水位的安全，并在已有池
杉得到保护的同时，还通过补种补栽扩大
种植面积，变身成为“水丰、绿茂、成林、成
片”的生态景观。

生态好不好，鸟儿说了算。 随着大汉
塘生态的日益改善，越来越多的鸟儿选择
在这里“安家落户”，曾经的候鸟也变成了
“留鸟”留在了这里，恰是城池村生态持续
向好的证明。

当地村民对笔者说，经过持续不断地
生态治理， 很多水生植物都长起来了，生

物多样性日渐完整。 食物多了，鸟就多了，
“早上六七点的时候， 鸟儿可能都在准备
出去觅食， 它们起飞的时候特别壮观，可
以说是铺天盖地的都是鸟，叫呀、飞的，特
别热闹。 ”

“我发现鸟的数量和种类越来越多，
现在除了白鹭、灰雁、野鸭等‘常客’，时不
时还能看到一些之前不常见的鸟类出现，
经常来个小惊喜。 ”现年 68 岁的城池村草
院组的徐超说， 每逢冬季进入枯水期，水
位就会下降，鱼虾、水草显现，大批的候鸟
前来觅食、歇息。

“就算保守一点估计，今年冬天大汉
塘池杉林的鸟儿超过了 5 万只，鸟类品种
达 30 多种。 ”徐超笑得合不拢嘴：“鸟类是
自然环境风向标，越来越多的鸟儿来此栖
息，很多候鸟长居这里不想‘走’，在此筑
巢、繁殖，数代之后就逐渐变成了‘留鸟’，

说明大汉塘的生态环境在不断完善优

化。 ”
大汉塘周边生态环境变好了，“入驻”

池杉林的鸟类逐年攀升，但是，鸟类的大
量集聚， 也让一些不法分子蠢蠢欲动，出
现了张网猎杀候鸟的情况。

为做好守护工作， 城池村加大力度，
及时清理各种用于非法猎捕鸟类的捕鸟

网、粘网等猎捕工具，防止张网捕鸟、捡拾
鸟蛋、开枪射杀鸟类行为的发生。 与此同
时，实施网格化管理，落实巡查责任，实现
巡查无死角、全覆盖，特别是每年春季、秋
冬季，加大巡护力度，确保鸟类繁殖、迁徙
季节的安全。 该村还向村民和游客发放宣
传单，开展鸟类保护宣传教育，旨在加强
全社会爱鸟护鸟的意识， 让爱鸟护鸟、人
鸟和谐相处成为大家的自觉共识。

大汉塘因为池杉林而更加美丽，池杉
林因为鸟儿的青睐而生机勃勃。 不仅鸟儿
爱上这里， 每年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都
会到大汉塘转上一圈。 “想都不敢想，水上
也能长出茂密的森林，大汉塘总是给我们
不一样的惊喜。 ”正在拍照的合肥市双凤
经济开发区的游客钱小慧感慨地说，池杉
林真是让她“大开了眼界”。

“良禽择木而栖，每到观鸟旺季，看到
它们在大汉塘过得如此滋润，我就特别欣
慰。 ”柯坦镇党委书记李杰峰说，这样的自
然美景，既带给大家美的享受，也践行着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环保理念。

“环境好了，游客来了，我们很高兴。 ”
李杰峰乐呵呵地说，大汉塘的池杉是生态
保护的“英雄树”，也是旅游发展的“摇钱
树”，“城池村‘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
转化之路，已成为“两山理论”在乡村的生
动实践，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三农’思想在
柯坦农村最精彩的诠释。 ”

笔者在采访中感受到，对生态环境非
常敏感的候鸟恋上城池村，是对城池村生
态环境改善最好的赞赏，还具有背后更深
层次的意义……

今天您充电了吗？
“多读书，读好书，读书好”

中中宣宣部部宣宣教教局局 中中国国文文明明网网

■赵德斌

日前，由和县县委宣传部、县文旅体育局、县文联主办，湖南
省辉宏集团、安徽省古井集团、和州书法院承办的第五届“和天
下”全国书画名家提名展在县老干部活动中心开幕。北京、天津、
西藏、新疆、江苏、山东、湖南等省、市、自治区部分参展书画名家
和省内外书画爱好者 300 多人参加了开幕式。中国书协会员、和
县政协委员、和州书法院院长汪平介绍说，这次书画提名展佳作
112 件，楷行草隶篆五体纷呈，山水、人物、花鸟风格多样，个性
鲜明，风格各异，赏心悦目，蔚为壮观。期间还举办了全国书画名
家笔会。 唐 年 摄影报道

把好“三个关口”
解决“两个薄弱”

蚌埠市蚌山区政协

蚌埠市蚌山区政协认真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央政

协工作会议精神，在提升履职能力、
激发履职活力、增强履职动力上探
索创新，认真把好“三个关口”，着力
解决“两个薄弱 ”，努力开创新时
代人民政协工作新局面。

把好“入口”关
提升委员履职能力

严格 “准入” 标准，“守住底
线，保证质量”，真正把代表性强、
议政水平高、群众认可、德才兼备
的优秀人才吸收到委员队伍中。

一是完善委员换届机制。 区
政协、区委组织部、区委统战部严
把委员“入口关”，完善委员推荐
提名和产生机制， 区政协党组制
定留任委员若干原则， 明确不积
极参加政协活动、撰写提案和社情
民意的不再提名。 换届中，在方案
制定、界别设置、委员构成、名额分
配等各个环节工作，政协都始终参
与、始终知情，从体制机制上克服
了委员产生选用脱节的问题。

二是搭建委员学习平台。 把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

务， 建立政协党组中心组学习为
引领、 政协组织全面跟进的集体
学习制度体系。采取以会代训、会
议交流、外出学习等形式，加强对
政协委员的培训教育。

三是增强委员组织程度。 实
施 “全员进委 ”，各专委会选优配
强 1 名主任、2 名副主任， 创新开
展年度“5+N”各具特色的专委会
活动。 出台《党组成员联系党员活
动组、中共党员委员联系党外委员
方案》《党组成员联系党员常委、党
员常委联系党外常委方案》，推深
做实“两个全覆盖”工作。

把好“参与”关
广泛延伸履职触角

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

用， 积极搭建离群众最近的履职
平台，努力探索基层政协参与、实
践、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路径。

一是积极参与社会治理。 针
对政协在基层乡 （街）“没腿”难
题，创新成立政协乡（街）学习联
络委员会和“同心圆”功能性党支
部、村（居）党小组，明确各乡（街）
党（工）委副书记为政协委员并兼
任学习联络委员会主任和 “同心
圆 ”功能性党支部书记 ，建立 22
个基层政协联络站，配齐乡（街）、
村（居）联络员，制定工作职责，创
建“463”工作流程，推动政协协商
与基层协商相衔接、 与社会治理
相结合。

二是探索实践社会治理。 在
探索形成“百姓点事、两委提事、
居民议事、与会决事、多元办事 、
公众评事” 的城乡社区协商 “六

事”工作机制基础上，制定《区政
协协商成果报送、 办理和反馈办
法》。同时，增加协商频次、创新协
商方式，打造“12345”协商议政格
局，推出“共商烦心事”基层协商
品牌，丰富共建、共治、共享的基
层社会治理实践。

三是有效推动社会治理。 开
展“政协委员进社区”活动，打造
“委员社区讲堂”，创建“我们+”委
员公益服务品牌。统筹全区资源，
“点线面”布局委员个人、界别、区
域“委员工作室”，推进各乡（街）
“委员之家”建设全覆盖。设立“委
员信箱”、开辟“委员有约”、提供
委员专业服务等， 拓宽委员与群
众沟通交流、解忧纾困的渠道。

把好“考核”关
打造担当履职队伍

坚持“两为两上”履职理念 ，
创新“服务+考核+激励”举措，夯
实履职阵地，激发履职热情，有效
解决了基础工作薄弱、 人员力量
薄弱难题。

一是构建联系服务机制。 建
立分管负责同志联系民主党派 、
工商联界别工作机制， 设置界别
小组， 明确召集人及成员。 出台
《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制
度》， 加强委员与界别群众的联
系。 实施全员进委、全员进社区、
全员进学联委， 建立专委会全员
对口联系乡（街）学习联络委员会
制度，落实主席会议听取专委会、
学联委工作汇报制度， 促进委员
在政协基层组织阵地履职常态

化，推动区政协工作向乡（街）、村
（居）延伸。

二是完善履职管理考核。 出
台 《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基层政协
履职能力建设的实施意见》《委员
履行职能情况考核实施办法》《常
委提交年度履职报告工作办法 》
等，将委员履职“六个一”（即政协
委员每年至少走访一次群众、参
加一次活动、参与一次调研、撰写
一件提案、报送一条社情民意、为
群众办一件实事）纳入考核范畴，
实行区政协、乡（街）学联委双向
履职年度考核， 推动委员以一线
思维、一流标准履职尽责。

三是激发履职潜力动能。 坚
持“三好三单”激励导向，引导委
员干好本职晒出行业业绩单 ，当
好委员亮出履职成绩单， 服务好
发展拿出助推蚌山发展贡献单 。
完善评先评优表彰制度， 激发委
员从被动履职向主动履职转变 。
疫情防控、防汛抗洪期间，广大委
员积极响应号召， 主动奔赴一线
参与防控、防汛值守 280 余人次，
捐款捐物 100 余万元， 用实际行
动诠释为国履职、 为民尽责的情
怀与担当。

和县举办全国书画名家提名展

全省 16个省辖市
实现高铁通达

特约摄影 袁艺伟 左学长 本报记者 袁家权 摄影报道

２０２０年 12月 22日，高速列车疾驶在合（肥）安（庆）高铁庐江县段。 至此，京港高铁合肥至安庆段开通运营。

▲

2018
年 10 月 12
日， 一列高速
列车从合肥南

站徐徐开出 ，
穿过繁华的合

肥政务中心。
在建中的安徽高铁工程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