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美拥军人物”汪绍琴:

“做军人的坚实后盾，我很光荣”
■ 本报记者 李晓磊 通讯员 朱俊杰

她是一名军嫂，柔弱肩膀挑起家
庭重担；她是一个“兵妈妈”，送子参
军献身国防； 她还是一位社区工作
者， 情系拥军 30 年， 做军属烈属的
“贴心人”。她就是池州市贵池区池阳
街道古舜社区党支部书记汪绍琴。

当好军人“娘家人”

汪绍琴的丈夫曾经是一名军
人，军嫂令人羡慕，但其中的酸甜苦
辣只有自己才能体味。 为了让丈夫
能够安心建功军营， 她独自承担起
家庭和工作的重担，赡养老人、照顾
儿子，一直坚守着自己的责任。 在汪
绍琴的默默支持下， 她的丈夫一直
安心服役，并荣立三等功，她也多次
荣获市、区表彰的双拥模范、党员先
锋、“关心国防的好书记” 等多项荣
誉。

“军人们服役时在前方保家卫
国， 我们有义务也有责任当好他们
的‘娘家人’，千方百计解决好他们

退役后的后顾之忧，成为他们坚强的
后盾。 ”退役军人吴学诗是贵池区建
材公司一名下岗职工， 再就业困难，
汪绍琴了解情况后主动帮助解决就
业；复员军人陈申旺，因妻子生病导
致生活困难，汪绍琴立即帮助申请低
保和廉租房， 定期上门走访慰问，安
排一名在职党员与其结对帮扶。每年
征兵季，她入户宣传征兵政策，带领
社区青少年参观民兵集训、爱国教育
基地， 帮助困难大学生何凡在 2020
年实现从军梦，用真情谱写一曲浓浓
的拥军情。

拥军优属“暖兵心”

争当双拥模范、 争做双拥实事，
在汪绍琴身上处处都能看到。汪绍琴
所在的古舜社区，有条杏村西街是全
市人流最为集中、商业十分繁华的商
业街。围绕创建“全省双拥模范城”及
“全国双拥模范城”这条主线，汪绍琴
积极主动作为， 上下奔波争取资金，
走街串户引导非公单位，费尽心思规
划设计，已将杏村西街打造为全市首

条国防教育一条街。
在街头巷尾，《国防法》《军人权

益地位和保障法》 等国防和双拥政
策法规宣传、双拥故事、最美双拥人
物、国防和双拥宣传标语随处可见。
10家“拥军店”拥军政策公开 、亮牌
服务，向现役、退役军人等优抚对象
提供商品优惠折扣等优惠政策 ，同
时还为生日当天入店的现役军人 、
退役军人等优抚对象提供生日礼
品。

汪绍琴还开展了一系列喜闻乐
见的双拥活动。 带领社区创新开设
“四点半课堂”，解决现役、退役军人
子女托管教育等问题； 在 “春泥绘
本”等活动室设置现役、退役军人专
座等，解决军人军属的后顾之忧。 组
织开展 “圆梦微心愿”“粽子献给最
可爱的人”“学雷锋·爱民月”“军民
连心访谈”等系列活动，密切军地军
民关系；为退伍老兵、残疾军人等优
抚对象开展“送医上门”入户体检 、
理发、义诊等活动，营造拥军优属的
社会环境……

心系国防送子参军

去年，汪绍琴的儿子刘中元考上
了合肥一所高校，在父母无条件的支
持下报名参军。 9 月，他毅然踏上了
开往辽宁沈阳的火车，成为一名光荣
的火箭军战士。

“无论是丈夫、儿子，还是社区的
退役军人， 能做军人的坚实后盾，我
感觉很光荣！ ”汪绍琴再次成为一名
军属、一名光荣的“兵妈妈”。 因为懂
得，工作才会更有温度。 汪绍琴担任
社区书记以来， 扎实抓好双拥工作，
竭力帮助社区就业困难退役军人和
军属协调、提供就业岗位，常态化慰
问辖区老军人和烈属，被评为“池州
市最美双拥人物”和安徽“最美拥军
人物”。

长三角铁路推出
“畅行”扫码服务
本报讯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

有限公司日前透露，8 月 16 日起，
长 三 角 铁 路 在 配 属 的 CR300、
CR400 型复兴号列车上逐步推行
“铁路畅行”扫码服务，旅客扫描座
椅右方扶手上的二维码， 即可查询
列车运行信息，畅享餐饮选购、补票
升席等便捷服务。

据悉， 铁路畅行码将旅客所乘
列车的相关信息集合在一起， 扫码
即可看到所乘列车的车次、日期、车
厢号、席位号、始发终到站名、时刻
表、到站天气情况、正晚点信息、行
驶轨迹等。

铁 路 畅 行 码 同 时 集 成
12306App 中最常用的补票升席、餐
饮服务、遗失品查找、商务座服务、
重点旅客、疫情防控、问题反馈、信
息服务、畅行商城等服务功能，旅客
打开微信 12306 小程序， 点击下方
“铁路畅行”也可直达该页面。

“比如重点旅客服务，铁路可受
理依靠轮椅、 担架等辅助器具旅行
的老年、伤病、残疾等已购车票旅客
的服务需求。 在列车上， 旅客只需
使用手机扫描座椅扶手上的畅行
码，选择相应的服务，列车工作人员
会尽快联系旅客。 ”上海客运段 G26
次列车长薛峰说。 （范克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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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日数已达 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

我省 12市启动干旱防御Ⅳ级响应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评估，

综合考虑高温热浪事件的平均强
度、影响范围和持续时间，从今年 6
月 13 日开始至今的区域性高温事
件综合强度已达到 1961 年有完整
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最强。

夏季以来 （6 月 1 日至 8 月 15
日）， 全国平均高温日数 12.0 天，较
常年同期偏多 5.1 天， 为 1961 年有
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
多。华北南部、华东大部、华中、华南
东部、西南地区东北部及新疆大部、
内蒙古西部等地高温日数普遍在 20
天以上， 新疆中东部、 内蒙古西北
部、河南南部、湖北大部、安徽、江苏
南部、浙江、福建中北部、江西大部、
湖南大部、四川东部、重庆等地超过
30 天。 夏季以来，豫苏皖浙鄂赣黔
川陕新 10 省 （区） 高温日数均为

1961 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 湘鲁甘
宁云沪 6 省（区、市）为历史同期第 2
多，闽渝为第 3 多。

特别是进入 8 月以来，“高烧”
不退。 据省气候中心观测， 今夏（6
月 1 日至 8 月 14 日）全省平均高温
日数 36 天，居全国第 3 位，为历史
同期最多，降水量为 1995 年以来最
少； 高温少雨导致沿淮淮河以南 21
个市县出现重等及以上气象干旱。
多地最高气温破历史极值。 极端最
高气温沿淮淮北 37.7~40℃，江淮之
间 38 ~41.4℃ ， 沿 江 江 南 37.5 ~
42.7℃，主要出现在 8 月 12 日到 14
日。 其中 8 月 14 日马鞍山最高气温
达到 42.7℃， 不仅刷新当地最高气
温记录， 而且追平了我省历史第 3
高气温。 今夏已先后出现 7 次区域
性高温过程，本轮 8 月 1 日至 14 日

高温过程综合强度为历史第 5 强。
高温的同时，降雨也少。 入夏以来全
省平均降水量 327 毫米，为 1995 年
以来最少。

鉴于干旱防御形势，8月 11日 8
时，省水利厅针对淮河以南各市启动
干旱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8月 14日，
向淮河以南地区发布干旱黄色预警。
据介绍，立足抗大旱抗长旱，省水利
厅按照 8 月底、9 月底无有效降雨两
种情况，组织对城市供水水源、农村
供水水源、农业灌溉供水水源等三大
类供水保障进行全面摸排，开展分析
研判。 对水源不足的地方，分阶段算
好水账，按照“先生活、后生产，先节
水、后调水”等原则合理进行水量分
配，逐片域、逐工程分别制订应急供
水保障方案， 确保城乡居民饮水安
全，保障农田灌溉水源。

目前，合肥、蚌埠、淮南、滁州、六
安、马鞍山、芜湖、宣城、铜陵、池州、
安庆、 黄山等 12市均启动了干旱防
御Ⅳ级响应。受旱地区加大水源保障
力度，据统计，8 月 1 日以来，全省各
地泵站灌溉开机共计提水约 9 亿立
方米，架设临时设备提水 1.5 亿立方
米，有效保障了各类用水需求。

水利部相关负责人 17 日表示，
长江流域水库群抗旱保供水联合调
度专项行动自 8 月 16 日 12 时起实
施，调度上中游水库群，加大出库流
量为下游补水， 计划补水 14.8 亿立
方米。 据介绍，当前，长江流域水稻
等秋粮作物正处于灌溉需水关键期，
为遏制长江中下游干流水位快速下
降趋势， 确保沿线灌区和城镇取水，
水利部决定实施专项行动，调度以三
峡水库为核心的长江上游梯级水库
群，洞庭湖湘、资、沅、澧“四水”水库
群，鄱阳湖赣、抚、信、饶、修“五河”水
库群，加大出库流量为下游补水。 目
前，长江流域大中型水库蓄水情况总
体较好，蓄水量较去年同期仅偏少一
成。受旱省市蓄水量较常年同期总体
持平。 本报综合消息

舒城村民和民警被咬伤

高温天小心野猪
■ 首席记者 张玉芳

通讯员 王可海

高温难耐，野猪“火气”也大
了起来。 这不，两天前，舒城县高
峰乡古塘村村民计某友、 计某月
兄弟俩上山找水源， 孰料惊动了
正在水坑里避暑的野猪， 被野猪
攻击。 闻讯赶来的该乡派出所所
长穆道舜挺身而出， 救下了兄弟
俩，自己也被咬伤。 8 月 17 日，记
者了解到，两人目前已脱离危险，
正在合肥医院养伤。

“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8
月 17 日，计某友告诉记者，因近
期连续干旱， 水井干涸见底。 15
日下午 5 点左右， 他和哥哥计某
月上山寻找水源， 走到一处小水
坑时，突然，草丛里传来一阵粗重
的喘气声，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
头长着獠牙 、200 斤左右的黑色
大野猪就冲了出来。

野猪一上来就扑倒了哥哥计
某月，把他咬伤。 情急之下，计某
友随手拿起一根木棍与野猪对
峙， 同时打电话向侄子计某跃求
救。计某跃赶过来时，发现父亲受
伤倒地，野猪正对着叔叔发出“吼
吼”尖叫，便拨打了 110 报警。

舒城县公安局高峰派出所所
长穆道舜正与同事一起处警，接到
报警电话后，考虑情况危急，穆道
舜临时决定自己带一名辅警先赶
往野猪伤人现场。 路上，穆道舜打
电话向县公安局寻求特警支援。

“现场非常危急。 受伤的计某
月躺倒在地上，疼得发抖。 野猪蹲
在水坑旁边，虎视眈眈。 计某友手
拿着木棍一直与野猪对峙，相距不
到 2米。”穆道舜说。县城离高峰乡
有 47公里， 受伤的计某月若不能
及时救治，后果不堪设想。 穆道舜
立即让年龄大的老人往后退，自己
带着辅警杨桂林和计某跃一起走
上前。 还没等拉住地上的计某月，
野猪又一次从水坑里跳起，扑向计
某跃。穆道舜不容分说将计某跃一
下拉到边上，扑身去挡，左小臂被
野猪咬住， 扯下一大块皮肉来，顿
时鲜血淋漓。所幸村民们也及时赶
到，合力驱赶，野猪窜入山林。村民
们连忙将受伤的计某月和穆道舜
一起送往医院救治。

“我们这儿野猪很少出没了，伤
人还是头一回。 若不是今年持续高
温、 特别干旱， 也不会发生这样的
事。 ”古塘村支部书记周家胜说。

记者了解到，计某月臀部、大
腿被野猪咬伤。 穆道舜左小臂负
伤。 目前， 两人都已转入合肥医
治，好在没有生命危险。 “多亏了
穆所长，不然我和哥哥就危险了。
等穆所长回所， 我们一定要去看
看他！ ”计某友说，等穆道舜和哥
哥养好伤回家， 他们一定要送一
面锦旗到派出所，表达感谢。

无为市“水电气网”实现“一链办理”
本报讯 8 月 12 日，无为市阮老

头板鸭有限公司负责人在办理 “水
电气网”报装业务时发现，原来要跑
4 个地方排队，准备 4 套材料，现在
只需要在 1 个窗口填报 1 张简单的
申请表，就能完成“水电气网”联合
报装了，整个过程只花费 5分钟。

为提高市政公用接入服务水
平，等高对标“江浙沪”，近日，在无
为市发改委牵头下，该市水、电、气、

网等单位学习长三角地区水电气网
“一链办理”典型经验，实现接入服
务“合窗办理”，推进“最多跑一次”
改革向公共服务领域延伸。

该市各行业单位成立专项小组，
多次开会讨论，就“水电气网”联合报
装存在的问题消除部门阻隔，打通业
务渠道，畅通实施“水电气网”联合报
装“四件事一次办”的关键节点和具
体路径， 并于 8月 12日正式启动无

为地区“水电气网”联合报装。
从 8 月 12 日起，无为供电公司

联合水投、中燃、移动、电信、联通等
5家单位，在各自营业厅“联合报装
专窗” 可一次性申请办理 “水电气
网”接入，企业用户办理不同的业务
不必到多家窗口多次办理， 只需在
“水电气网联合受理”窗口提交一份
材料就能实现 “一窗综办， 容缺受
理”。 （朱文权 刘奕欣）

安徽再次启动
“惠民菜篮子”
本报讯 近期“伏缺”高温，各地

蔬菜等食品价格涨幅较大。 为平抑
全省“菜篮子”价格，保障中秋节市
场供应，稳定市场预期，近日，省发
展改革委将在全省再次统一启动
“惠民菜篮子”运行。

此次全省统一惠民销售时间为
8 月 25 日至中秋节假期结束，参加
惠民销售的商超门店共有 522 家，
惠民销售品种不少于 20 个， 其中：
蔬菜品种不少于 15 个，销售价格将
低于同类商品市场价 15%以上；猪
肉等其他农副产品不少于 5 个，销
售价格低于同类商品市场价 5%以
上。 各地还将结合实际， 适当增加
运行天数，增设“1 元菜”等低价菜
品种。

今年以来， 我省在重要节假日
及突发疫情期间已四次统一启动全
省“惠民菜篮子”运行，累计惠民销
售农副产品 7.9 万吨， 让利 1.77 亿
元，为稳物价、惠民生发挥了积极作
用。 （本报记者）

������8 月 17 日，在亳
州市谯城区观堂镇文

忠土元养殖合作社 ，
工人正在忙着分拣土

元。
近年来， 谯城区

探索“公司+基地+养
殖户” 的土元养殖新
模式， 养殖的土元远
销湖南、江西、河南、
广州、黑龙江、山东等
地， 帮助群众就业增
收。
刘勤利 韩慧子 摄

““土元””养殖富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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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证件遗失
声明。

遗失声明
宁国市宁墩舒乐幼儿

园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
J3774001308701， 开户行：安
徽宁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墩支行 ， 账号 ：
20000573234410300000034，
声明作废。

（父亲 ：胡学海 ，母亲 ：
李雪）胡慕妍，2021 年 10 月
日出生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证件编号 ：V340104349，现
声明作废。

解双霞 （身份证号 ：
342423198301160669）、许大
中 （ 身 份 证 号 ：
342426198208030295） 购买
安徽佳德置业有限公司六
安叶集书香雅苑项目 A20
栋 201 室首付款 （收据票
号 ：3841719， 金额 193294
元）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