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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吴传

攀)6月15日以来，我县连续多日普降
大暴雨，全县因灾倒塌房屋 92 间 34
户，严重损坏 109 间 66 户，一般损坏
236 间147 户。目前，岳西出台 《农村
住房安全保障及因灾受损房屋恢复实
施方案》，加快灾后农房重建工作，确
保群众早日住上安全住房。

来榜镇清潭村汪冲组储霞明户老
房子建于上世纪 80 年代。6 月 15 日，
该县普降暴雨，她家房屋倒塌。灾
后，镇村立即帮她家在另一安全场所

选址重建，7 月 1 日开始施工，目前，
第一层已经建造完毕。“今年 6 月 15
号，我家房子因大雨倒塌。镇村领导
立马给我家选址做新房子，第一层已
经做好了，预计8月底能够完工。”储
霞明告诉记者。

该村在此次灾情中，共有两户倒
房。7月28日，该村邀请县住建部门帮
助另一户沈伟家进行测量选址，准备
近期开始重建新房。来榜镇清潭村副
主任沈铁骑告诉记者：“在这次汛情
中，我们村有两户倒房户，一户已经

在施工，另外一户，我们和住建部门
正在帮其选址，争取尽快让两户倒房
户住上安全的住房。”

岳西高度重视倒房户灾后重建工
作，已经完成所有因灾受损房屋的鉴
定工作，全面开展选址重建。并整合
资金，加大对重建户的支持力度，确
保入冬前所有倒房户重建工作完成。

据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储
润生介绍，目前，已经对全县所有的
因灾受损房屋开展了安全鉴定，对已
经鉴定的是 C、D 级危房安排好过渡

性安全住房。县委、县政府已经制定
出台 《农村住房安全保障及因灾受损
房屋恢复实施方案》，《方案》 要求对
每户重建户补助 2 万元，同时，整合
各方面资金，加大对建档立卡贫困户
补助力度。要求所有重建户避开地质
灾害点和防止高边坡切坡建房，对建
房的建筑工匠开展培训，保证所有灾
后恢复住房的安全质量。目前，已下
拨 365 万(元)灾后恢复资金，要求所
有重建户 10 月底(前)完成灾后重建工
作。

加快灾后农房重建 确保群众住上安全住房

77月月2929日日，，游客在菖蒲镇毛畈村农业观光游客在菖蒲镇毛畈村农业观光
园里体验采摘火龙果园里体验采摘火龙果。。

多年来多年来，，菖蒲镇毛畈村坚持发展茶叶菖蒲镇毛畈村坚持发展茶叶、、蚕蚕
桑桑、、蔬菜蔬菜、、毛竹毛竹、、果药以及黑猪果药以及黑猪、、螃蟹等特色螃蟹等特色
产业产业。。并以专业合作社并以专业合作社、、公司公司++农户农户++基地基地、、
等模式发展等模式发展，，从无到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弱到从弱到
强强、、从强到优从强到优，，已经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已经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
支柱产业支柱产业。。

同时同时，，该村在全县率先开展该村在全县率先开展““资源变资资源变资
产产、、资金变股金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农民变股东””三变改革尝三变改革尝
试试，，发展葡萄发展葡萄、、螃蟹养殖等当地螃蟹养殖等当地““人无我有人无我有””
的特色产业的特色产业，，并初步取得成功并初步取得成功，，后又大胆创新后又大胆创新
试种热带水果火龙果试种热带水果火龙果。。

王先国王先国 摄摄

火龙果火了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吴传
攀 陈庆鹏） 在“汛情大考”面前，
青天乡青天村油坊组组长汪义松率先
垂范、积极行动，越是危险越向前，
巡逻排险保安全，书写着为民情怀和
担当精神，为打赢防汛阻击战凝聚着
个人力量。

6月14日晚，岳西境内普降大雨，
降雨量、降雨强度是30年一遇。作为村
民组长的汪义松夜不能寐，开着自己的
私家车挨家挨户进行巡逻。次日凌晨 3
时许，当巡逻到该组汪全见时，发现其
屋后山磅倒塌，汪义松在叫醒熟睡中的

汪全见夫妇的同时，立即向村里报告，
并第一时间将汪全见夫妇转移安置到
村里的集中安置点。“6 月 14 日晚上 3
点，我们还在床上睡，汪义松巡逻看到
我屋后坎子倒了，就把我们喊醒了，村
里就把我们转移了。”汪全见介绍说。

“在农村，老人小孩在家比较
多，一到落雨的时候，我很不放心，
基本上是每家每户排查，遇到险情及
时报告村里。”汪义松告诉记者说。

汪义松本来是一名营运车辆驾驶
员，一旦遇到下雨天气，他就放弃跑
营运的机会，开着自己的车在村里到

处巡逻。当发现有险情，他立即向村
里报告，还专门制作了警示牌，提醒
过往车辆群众。

“目前，我已经向组织提交了入
党申请书，我要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
己。哪里有险情，冲锋在前，以自己
最大的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汪义松告诉记者说。

在平时，汪义松就是一个热心公
益、乐于奉献的人。东家需要送人到哪
里，西家需要帮忙在县城卖个东西，他
都义不容辞的去帮助，从来不收一分
钱。今年防疫期间，他基本上每天都在

卡口值班，从来不推辞、不求回报。特别
是在应对今年强降雨期间，他每天除了
不定期地进行巡逻，还和村里党员志愿
者们一起，帮助受灾群众转移财产、清
理屋后塌方等等，受到当地群众的高度
赞赏。因各项工作突出，他被评为“安庆
防汛防洪好人”。

“汪义松通知热心公益，尤其今
年防汛期间，他经常夜间巡逻，发现
险情，及时向村里报告 ，他还参与
村内灾后生产恢复工作，是全村党员
干部学习的榜样。”青天乡青天村党支
部书记刘同亮介绍说。

汪义松：越是危险越向前

本报讯 (通讯员 徐进群

王绪芳)“一日三餐有专门人烧水
做饭，大家在一起吃饭又热闹，
有电视看，感谢政府为我们想得
周到。”近一段时间来，白帽镇深
村村倒房户汪松柏在临时安置点
里住得很安心。

自6月中旬以来，白帽镇持续
遭受强降雨袭击，暴雨如骤、山
洪肆虐、道路中断，全镇 190多户
受到泥石流威胁，几十户房屋受
损，其中深村村是白帽镇受灾最
严重的村。

为了确保群众生命安全，镇
村干部及时发出预警，宣传引导

“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小雨
不休息，大雨走亲戚”防汛避险
措施，在特大暴雨来临前，挨家
挨户落实转移、移床、锁门“三

大 行 动 ”， 共 转 移 安 置 22 户 39
人，对转移人口严格“三不”标
准，即预警未解除“人不回流，
床不归位，锁不打开”。

“最多时有 20 多人，白天同
一桌吃饭，晚上住在同一栋楼。”
深村村委会副主任祝霞红说，汪
松柏等 4 户 5 人因房屋受损严重，
即使雨停了，也不准回流，一直在
村安置点居住。7月 6日起，深村村
委会便将村办公室改为集中安置
点，分男女集中安排住宿，组织妇
女党员同志轮流值班、烧水做饭，
落实好转移人员安置、安抚、安心

“三安”工作。“汛期一结束，我们马
上组织发动群众生产自救，想尽一
切办法帮助他们恢复生产生活，
让无家可归的群众有家能回。”村
支部书记朱明亮说。

周到服务 情暖安置点

本报讯 (通讯员)2020年 7月
21 日，中关村·岳西筑梦小镇一
期项目泽龙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
正式动工。

据了解，岳西县筑梦小镇一
期项目安徽泽龙国际文化创意产
业园总体规划面积约520亩，项目
由安徽龙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投
资约 45 亿元建设，项目选址为安
庆岳西县天堂镇天馨大道以东、
建设路以西。建设内容包括“一
院、一器、两基地、四中心、两
配套”。一院即泽龙国际文化创意
产业研究院即产业园先导区，一

器即文化科技孵化器，四中心即
文化创意产业双创中心、融娱乐
联创中心、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文化创意人才集聚中心，两配套
为风起原创文学基地、风起作家
采风基地。

项目建成后预期吸引国内外
200余家创业队伍，力争园区年营
业 额 达 到 10 亿 元 、 税 收 亿 元 以
上，拉动本地和旅游文化消费 20
亿元以上，年游客量突破 100万人
次，对岳西县大力发展文化旅游
产业，打造国家文化旅游示范区
将有积极推动作用。

岳西筑梦小镇一期项目正式动工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云峰 刘辰)7 月 28 日，“科技
扶贫有院长，直播带货有县长”直
播活动在岳西县举行。安庆职业技
术学院副院长李克让，县委常委、
副县长李伟伟分别化身主播，为科
技扶贫和岳西农特产品代言。

此次活动以“科技扶贫，直
播带货，安心品质，扶贫助农”
为主题，旨在推介特色产品，解
决滞销难题，扩大岳西农特产品
的品牌知名度。活动通过直播方
式进行，活动中，共有2万粉丝在
线观看。

直播活动过程中，李克让和
李伟伟分别向广大网友们推介了
岳西翠兰、桑枝木耳、手工粉丝
等，介绍了产品的功效，口感和
制作方法。广大网友们频繁和主
播互动，现场气氛热烈，达到了
预 期 效 果 。 本 次 直 播 同 时 在 抖
音 、 快 手 和 益 企 播 平 台 同 步 进
行，成交量 4562 单，销售额 40 多
万元。

据了解，此次活动得到了安
庆职业技术学院、县人社局、团
县委、融媒体中心、公共就业和
人才中心等单位的支持。

“科技扶贫有院长，直播带货
有县长”直播活动在岳举行

本报讯 (通讯员 储赛鹏)7
月 22 日，岳西县疾控中心 PCR 实
验室顺利通过安庆市专家组现场
验收。

县疾控中心 PCR 实验室是落
实国家应对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
要求，巩固防控效果，按照省疫
情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在县疫情
指挥部、财政局、卫健委的通力
协作下，及时完成 PCR 实验室的
标准化建设及设备配置，是全市

县级疾控中心第二家通过验收的
单位。

核酸检测是新冠肺炎患者确
诊的重要依据，国家把加快提升
核酸检测能力、尽力扩大核酸检
测范围作为常态化防控落实“四
早”措施的首要举措。县疾控中
心 PCR 实验室投入使用，为疫情
防控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切实维护了辖区人民群众的身体
健康和生命安全。

县疾控中心PCR实验室通过验收

写信人：徐向锐
整理人：陈庆鹏

亲爱的“向日葵”：
你好!我是一名来自岳西县的高中

生，也是有幸接受安徽向日葵公益助学
服务中心资助的其中一员。在这里，我
想郑重地向“向日葵”说一声谢谢。

有人说，上帝给你关上一道门的
同时，必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我
想，如果说家庭贫困是一种不幸的
话，那么成为“向日葵”大家庭中的
一员，一定是很大很大的幸运，也可
以说遇见“向日葵”便是上帝为我打
开的一扇窗。

在高二的时候，通过班主任老师的
介绍，我十分荣幸地成为接受‘’向日葵
公益助学”资助的一份子，这也对我后
来的学习、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向日葵”的志愿者们总是很暖
很暖。我第一次接触志愿者时，还是
感觉十分不自在，有些许的羞怯和忸
怩。但志愿者们亲切的语言、平和的
态度，让我如沐春风，很快便使我能
够与他们同老友一般谈笑风生。志愿
者们不仅送给了我一些精致的日常用
品、许多本经典的名著书籍，还带来
了许多暖心又励志的小故事，不仅给
了我前进的动力，还让我对未来充满
自信，消除了因家境带来的自卑感。
他们就像一束和煦的阳光，驱散了我
的世界中的阴翳。

“向日葵”的公益活动总是很暖
很暖。无论是“探寻红色足迹，弘扬
长征精神”的主题实践活动，还是

“中国小康牛奶行动”都彰显了“向日
葵”的初心与宗旨——让孩子们像向

日葵一样健康成长。幸运如我，2018
年 11 月的“高校之旅”活动也留下了
我的身影。在“向日葵”的组织下，
我们参观了安徽省的几所知名的大
学，度过了一个充实又愉快的周末。
那一次我们参观安徽大学时，我便为
安大的学习氛围深深震撼，于是自此
我就对安大充满了向往，往日不那么
明确的目标也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
并且也开始努力实现大学梦。

向日葵公益助学服务中心真得太
暖太暖了。走进“向日葵”，有爱心人
士给我们提供资金支持，也为我们送
来了干货满满的精神食粮。我们成为
了“向日葵”的孩子，志愿者们激
励、敦促我们努力学习，也时刻不忘
疏导我们的心情，守护我们快乐的成
长。我们就像是一朵朵葵花，而向日

葵公益助学服务中心便是一束温暖的
阳光。在充足的阳光下，葵花尽情绽
放，清香更是随风飘荡;在无私的关爱
下，我们茁壮成长，昂首挺胸地阔步
走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在这个阳光正
好、爱满人间的时代，我也将在“向
日葵”的陪伴下一路收获、一路成长。

现在的我已经高中毕业，不仅学
会了自信，也学会了感恩。正是因为

“向日葵”我才有了不断追求成功的信
心与底气，也正是因为“向日葵”我
才能不圉于过往，不悔于当下，不畏
于未来。或许我粗浅的文字，不足以
表达对“向日葵”的感谢，但我会努
力成长，积极投身于公益事业，用实
际行动来回报“向日葵”和社会给予
我的无私的爱，让更多的孩子们像向
日葵一样在温暖的阳光下健康成长。

致“向日葵”：阳光正好，葵花飘香

本报讯 (通讯员 刘节焰)近
日，中石化挂职干部、副县长艾中华
转账五千元至映山红爱心协会，委托
协会按月打款资助小刘和小蒋两位贫
困家庭学子。

小刘是一位 15 岁的学生，在石关
中心学校就读，父亲因病不幸去世，
小刘自己又被查出患有腓骨肌萎缩
症。小刘的妈妈是幼儿园代课教师，
每月收入仅一千多元，家庭经济非常
困难。艾中华了解到相关情况后，立
即申请中国石化“同舟工程”资金，

并通过其他渠道为小刘共筹措到3万多
元爱心款，同时他积极联系北京医院
为小刘做手术，目前小刘身体正在恢
复中。艾中华个人捐资，委托协会每
月资助小刘400元，帮助他完成学业。

小蒋是一位 17 岁的学生，就读于
岳西中学，家在五河镇河南村。小蒋
和爸爸生活，爸爸患有重病，经常需
要住院治疗。除了政府兜底保障和社
会爱心组织的救助，家里经济来源有
限。艾中华在走访了解情况后，委托
协会每月资助小蒋400元，并鼓励小蒋

发愤读书。
“按月打款助学”是映山红爱心

协会持续六年的一个爱心活动项目，
协会牵线搭桥，积极组织“爱心爸爸
妈妈”按月打款资助贫困家庭学生。
在苏州工作的协会会员李元玲和周晔
连续五年按月资助中关镇京竹村一对
贫困家庭姐妹，累计资助金额达5万多
元。

艾中华结对资助两名学生后，众
多协会会员、社会爱心人士纷纷加入
到“爱心爸爸妈妈”行列，用他们的

爱心告诉贫困学生放下思想负担，努
力读书，积极回报家庭和社会。中央
民族大学法学院院长韩轶通过协会结
对资助1名贫困学生，安徽长风融通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绍东结对资
助3名贫困学生。据统计，爱心人士和
会员们先后资助了几十位贫困家庭学
子，累计资助金额50多万元。

爱心帮扶播真爱，大山深处助学
情。社会需要热心肠，希望有更多的
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参与到结对资助
贫困家庭学生的公益活动中来。

一对一帮扶，爱心助学情更深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云峰)7 月 28 日，“八一”建军
节来临之际，岳西县融媒体中心
召开庆“八一”座谈会。县融媒
体中心复员转业退伍军人、军烈
属 、 老 红 军 后 代 ， 领 导 班 子 成
员、二级机构负责人参加座谈会。

会上，县融媒体中心负责人代
表班子成员向该中心退伍军人等

表示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退伍军
人等畅谈了各自军旅生涯的收获
和感悟，并围绕融媒体中心建设发
展提出意见和建议。县融媒体中心
向退伍军人等发放了慰问金。

大家纷纷表示，将继续发扬
革 命 军 人 的 优 良 传 统 ， 牢 记 使
命，顽强拼搏，艰苦奋斗，为融
媒体中心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

县融媒体中心召开庆“八一”座谈会

本报讯 (安庆晚报记者 张

培农 通讯员 余世为)日前，岳
西警方在网络巡查中，发现并查
处一起发抖音虚构事实扰乱公共
秩序案。

7 月 20 日，岳西县公安局网安
大队在网络巡查中发现一疑似涉
及重大刑事案件短视频，通过落地
核查相关信息，确认该短视频是岳
西县中关镇秋千村居民刘某生所
发，网安大队立即将视频线索移交

属地中关派出所进一步查办。
岳西县公安局中关派出所民

警通过侦查发现，刘某生在日喀
则市务工期间，通过“抖音短视
频”平台发布一段自述视频，内
容涉及重大刑事案件信息。经向
日喀则市公安局求证，证实未发
生刘某生视频中所述案件，民警
责令刘某生将视频删除，并依法
对其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的违
法行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虚构事实通过抖音发布，岳西男子被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