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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储海霞 闫辰旭 实习记者 胡颖瑶 刘思佳）
7月21日，在大别山 （岳西） 体育中心施工现场，记者看到这里正在进行顶部防
水、内装饰、室外工程施工，各班组的工人们正在有序忙碌着。

据了解，大别山（岳西）体育中心区规划总占地160亩，总投资3亿元，其中
体育场、游泳馆及周边配套设施投资约 8500 万元。体育场建设规模 1.24 万平方
米，场内有1万人的座位、周长400米环形塑胶标准田径跑道、11人制标准足球
场、体育竞赛功能用房以及停车场等附属设施，建成后将成为集运动、休闲、旅
游、文艺等于一体的大型综合场所。目前，体育中心项目已完成主体结构工程，正
在进行内外装修作业，预计今年10月底可以竣工验收。

大别山体育中心预计10月底竣工

盛夏时节，店前镇后河村，大山
深处的清凉世界：一座精致村庄，镶
嵌于茂林修竹组成的无边绿海。一湾
清溪，穿村绕户，浅浅流淌。水皆缥
碧，游鱼细石，清澈可见。一张张笑
脸，春风拂面，热情洋溢。

绿水青山，美美与共。党的十八大
以来，后河村“两委”以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为指引，组织成立护林队、护鱼
队，大力保护青山绿水和野生动植物
资源，因地制宜发展茶叶、蓝莓、生姜、
猕猴桃等特色种植业，人民群众生产
生活水平显著提升，有效实现了生态
保护与生产发展的“双赢”。

大山深处的护鱼队

后河村因河得名，后河发源于村
后大山，水源充沛，成群结队的鱼儿
随处可见。在后河这条清溪里，鱼儿
自由自在地生长，没有人来干扰。

“这条河里，没有人捕鱼，也不
准钓鱼。”在河边巡查的村民陆常庆对
记者说。今年 65 岁的陆常庆，是村里
聘请的护鱼队队员。从 2017 年开始，
他和村里的另两名村民就开始从事护
鱼工作。沿着后河和另一条叫百合河
的河流，每天上下巡查，轮流看护。

陆常庆介绍，护鱼队主要职责是宣传
村里禁捕禁钓规定，及时制止违反规
定行为，捡拾河道垃圾。“一开始有人
想来搞鱼吃，后来就有越来越多的人
跑来看鱼了。看着这些鱼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我们也和大家一样开心！”
陆常庆笑着说。

后河村地处深山，全境 19 平方公
里，辖 13 个村民组 297 户 1147 人。全
村山场22600亩，人均超20亩。广阔的
山场，茂密的植被，丰富的动植物资
源，是后河人最可宝贵的财富。过去
一段时间，后河人靠山吃山，也曾大
片砍伐山林，引发山洪泥石流，冲毁
了田地和河坝，给当地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近 10 年来，村“两委”认真学习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把
加强生态保护作为最重要的工作，组
建并充分发挥护鱼队、护林队的哨卡
作用，守护好青山绿水，让后河生态
环境“好上加好”。

“村‘两委’要求，护鱼队不仅要护
好鱼，还要护好河，保护好石菖蒲等水
生资源;护林队要在护林防火基础上，保
护好映山红、兰花、七叶一枝花等各类

珍稀动植物，严防盗挖盗卖行为。”后河
村党支部书记蒋良平介绍。

寒暑十年，一以贯之。守护青
山，呵护游鱼，保护古树，后河更青
更绿更美。

好生态引来好日子

保护绿水青山，是要让老百姓过
上好日子。后河村依托良好的生态环
境，大力发展特色种养业，培育更多
好产品。

沿着后河往上走，特色种植场景
喜人：蓝莓枝条迎风含笑，生姜地里
除草正忙，猕猴桃园硕果满枝……蒋
良平介绍，村里通过流转土地，建起
200 亩蓝莓基地、300 亩生姜基地，引
导在家的群众因地制宜发展茶叶、生
姜、猕猴桃等特色种养业，带动群众
致富增收。

后河边上的蓝莓基地里，基地管
理员徐义昆正带着几名群众在除草。
三年前栽插的蓝莓今年挂果，上个月
实现初摘，实现销售收入 4 万多元。

“我们这里环境好，蓝莓果子分外甜，
很受游客喜欢。在基地务工的都是本
地群众，最多时有 40 多人，年发放劳
务工资10多万元。”徐义昆告诉记者。

好生态的红利，全村干群共享。10
年来，在党中央和各级党委政府关心
下，后河村打赢了脱贫攻坚战，扔掉
了穷帽子，走上了乡村振兴的快车
道。小山村旧貌换新颜，家家户户住
楼房、通水泥路、通互联网，喝上了
安全饮用水。2021 年，后河村人均收
入16223元。

上冲组，是后河村海拔较高的居
民组之一。这里，天高云淡，满目清
绿。沐浴着凉风，蒋永乐、周祥梅夫
妇正在地里劳动。今年，他们俩在家
种生姜、兴茶叶、发展中药材，儿女
在外务工，家庭收入10多万元。“虽然
住在大山里，水泥路 8 年前就修到家
了。党的政策好，大家的日子越过越
好!”说起当下的好日子，女主人周祥
梅笑得十分开心。

良好的生态，让后河的发展更有
底气。蒋良平告诉记者，村“两委”
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引，深入践行“两山”理
论，加大发展生态种养、休闲康养产
业，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金山银山，
带领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幸福的新
生活。

（林智勇 吴传攀 方芳 王云志）

后河村：绿水青山 美美与共

本报讯 （通讯员 汪俊杰）为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推动党史学习
教育常态化长效化，不断把党史学习教
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举措和
成效，岳西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立
足单位职能和工作实际，多措并举推动
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走深走实。

深入研究党史，写好党史正本。
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按上级要
求，迅速启动 《中国共产党安徽省岳
西历史第三卷 （1978-2012）》编撰工
作，以全面、系统、客观反映党领导
岳西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光辉历程和所取得的辉煌
成就，科学地总结岳西县改革开放的
长期实践和成功经验，进一步发挥党
史“以史铸魂，资政育人”作用。为
进一步充实完善岳西本土的党史学习
教育资源，为党史学习教育提供鲜活
教材，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深入
挖掘红色文化资源，着手编撰 《鄂豫

皖军政大学皖西分校》《刘邓大军在岳
西》 等地方党史书籍，书稿已完成编
撰并交给出版社审核，即将付梓出
版。持续编撰好《岳西年鉴》《岳西大
事记》，记录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在岳西的生动实践。

积极探索创新，做好史志“七
进”。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联合由
本单位退休党员干部汪柏林组织的县
快乐舞步健身团，以“赠红色书籍、
讲红色故事、上红色党课、演红色歌
舞”的“四红”形式开展“七进”(进
机关、进企业、进农村、进校园、进
社区、进军营、进网络)活动，使活动
开展得更加有声有色，深受广大干群
欢迎。今年以来，向社会各界赠送史
志书籍 1000 余册，有效推进史志成果
转化，以服务社会、服务大众、服务
基层、服务发展。

精心组织谋划，建好思想阵地。充
分利用中心组理论学习、“三会一课”、

“主题党日”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
学教活动，先后开展了“缅怀革命先
烈 情系革命后代”“对党忠诚 始于
足下”等有红色特点的主题党日活动，
不断营造“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
崇德、学史力行”的浓厚氛围，激发党
员干部爱党爱国情怀，筑牢思想根基，
使党员干部在学习中汲取奋进力量，弘
扬革命精神，让红色基因根植于心，切
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日常工作的不
懈动力，推动党史学习教育高质量深入
开展。着手编写《岳西廉洁文化故事读
本》，以廉洁文化作品春风化雨、润物
无声，引导党员干部不断增强廉洁从
政、廉洁用权、廉洁修身、廉洁齐家的
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在全社会营造诚
信担当、崇廉尚廉的浓厚氛围。

助力展馆建设，优化宣传阵地。县
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遵照“坚持正确
导向，严把政治关；严格核对展陈内
容，严把史实关；对照权威表述，及时

调整更新”的原则，对县内 12 处红色
展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廉政教育基
地展陈内容进行审核规范，更好发挥其
在党史学习教育和“四史”宣传教育中
的作用，激励全县党员干部群众知党
史、听党话、跟党走，为建设现代化美
好岳西贡献力量。

牢记初心使命，全心为民服务。认
真贯彻全省“一改两为五做到”要求，
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全面
振兴有效衔接。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
室前往包保联系村开展集中入户走访活
动。与村“两委”班子座谈交流，详细
了解乡村振兴、农村人居环境、产业发
展等情况，对于存在的困难和实际问题
进行探讨，并对结对户进行慰问。上半
年支持包保村各项经费共4万元。为我
县相关单位、个人等提供党史和地方志
资料查阅服务 40 多次，为相关企业申
报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供史料依据，深
受社会各界干群欢迎。

县委史志室持续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璐） 8月1日，五河镇响山村史馆
开馆。上海安庆经济文化促进会党
委书记王毅，合肥市安庆商会会长
刘同春，上海岳西经济文化促进会
会长、岳西驻上海流动党员党委书
记刘圣春，县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统战部部长许洪斌出席开馆仪
式。县直相关部门、五河镇、村干
部参加仪式。

仪式上，王毅、刘圣春、许洪

斌等共同为村史馆揭牌。
据了解，响山村史馆于2021年

开始正式建设，上海岳西经济文化
促进会会长刘圣春慷慨捐资 65 万
元，以响山籍在革命战争中牺牲的
先烈们为主题，缅怀革命烈士事
迹，弘扬红色文化，传承忠孝文
化。全馆围绕红色响山、绿色响
山、文韵响山、千年响山四个模
块，全景、全时、全面展现了响山
的过去以及取得的各项成就。

五河镇响山村史馆开馆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朱森
森 储翔 王璐） 7月30日，岳西“新
徽菜·名徽厨”暖民心行动启动仪式暨

“云上·岳西味道”品牌发布会在包家乡
鹞落坪村举行。县领导方志国、夏文
瑞、刘亚维、程松树、储爱华、陈浩浩
出席启动仪式。

仪式对“云上·岳西味道”公共品
牌进行授牌，并对 2022 年岳西县“十
大名店、名菜、名厨”进行颁奖；仪式
上还发布了“云上·岳西味道”2022年
度十大创新名菜。随后，县政协主席方
志国宣布“新徽菜·名徽厨”暖民心行
动启动。

经过激烈角逐，朱二嫂农庄、云香
农家乐、闲云山庄、多枝尖农家乐、鹞

山情获评云上·岳西味道包家乡地标美
食；春林农庄、汪鑫农家乐、君尚云
居、野鹤渔村、红土情客栈获评云上·
岳西味道包家乡特色名店；闻华胜、汪
晨洋、郑宗萍、吴中检、王刚、夏亮、
储诚西等7人作品获评云上·岳西味道
2022 年度岳西县特色名菜；万盛大酒
店、世外茶源主题酒店、石关关中大酒
店、鱼岳天下风尚酒店获评云上·岳西
味道 2022 年度岳西县优秀餐饮名店；
刘坤、吴文萍、王先强、储著文、王金
球、储诚寅获评云上·岳西味道2022年
度岳西县优秀厨师；三合汤、农家面
鱼、茶季白切五花肉、石关茭白狮子
头、妙道山黄精云雾鸡、石耳豆腐丸、
神仙豆腐、老鸭挂面、红烧珍珠鸡、药

膳牛鞭老鸭汤等10道菜获评云上·岳西
味道2022年度十大创新名菜。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亚维在
致辞中说，此次活动旨在培育一批岳
西特色名厨、做精一批岳西特色名
菜，打响“云上·岳西味道”公共品
牌，让千家万户和八方游客尽享岳西
风味，让名厨、名菜在烟火气息中创
造多彩生活。下一步，将大力开展徽
菜师傅职业技能培训，优化徽菜师傅
就业创业服务，培育具有岳西地方特
色的烹饪技能和餐饮文化，做精茶味、
腊味、药膳、素食等 9 大系列特色美
食，打造1条特色美食街，推出3条特
色美食旅游线路，培育 4 个特色美食
村，力争到 2025 年，实现岳西特色徽

菜品种团体标准基本覆盖，让“新徽
菜·名徽厨”成为岳西全域旅游的助推
剂，成为广大百姓的致富产业。

据了解，今年以来，岳西县委、县政
府深入贯彻全省“新徽菜·名徽厨”暖民
心行动，因地制宜，融云上意境、绿色食
品、餐饮文化于一体，打造“云上·岳西味
道”餐饮品牌，进一步培育具有岳西地方
特色的烹饪技能和餐饮文化。

启动仪式后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文艺
演出。《梁祝》《繁花似锦》《拜月》《岳
西》《人间烟火》《我只在乎你》《对
花》《这世界那么多人》《唱支山歌给党
听》《美丽的岳西》《万疆》等歌舞戏曲
把演出推向高潮，同时也充分展现了老
区人民积极昂扬的精神面貌。

岳西举行“新徽菜·名徽厨”暖民心行动启动仪式

本报讯 （通讯员 汪新奇）
为提高宫颈癌的早诊断、早治疗水
平，降低宫颈癌死亡率，提高辖区
女性的健康水平，日前，县妇幼保
健院携巍岭乡卫生院顺利开展2022
年度适龄女性宫颈癌免费筛查活动。

“村里的计生专干说，保健院
的医生来我们乡免费开展宫颈癌筛
查，我早早就在这里等候了，党的
政策真好！”王阿姨笑眯眯地说。

巍岭乡卫生院宫颈癌筛查室门
口早早地排起了队，计生专干正在
为前来检查的妇女登记信息，医务
人员为适龄妇女普及预防宫颈癌相
关知识及检查流程。检查室内，妇

幼保健院的医生们通过询问病史、
妇科检查等方式进行免费筛查。经
过专家一天的辛苦工作，为全乡筛
查150人次。

通过各项民生工程的推进，辖
区内广大妇女的健康意识也在逐步
增强，很多妇女从“要我检查”转
变为“我要检查”，使早发现、早诊
断、早治疗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宫颈癌免费筛查 助力女性健康

八月，激情的季节，热血沸腾。说起热血，怎能少得了篮
球，万众瞩目的岳西县夏季篮球联赛激情开赛。

篮球文化底蕴深厚，热爱精神代代传承。“安庆有座
城，篮球似灵魂”岳西县就是这样一座拥有“篮球魂”的
小县城。岳西县浓厚的篮球氛围要追溯到1965年。在物
资相对匮乏的那个年代，岳西人勒紧裤腰带，承办了原安
庆地区篮球赛，并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经过五十多年的
发展，夏季篮球赛成为全县品牌体育赛事，吸引着成千上
万名爱好者参与。在高速公路没有贯通前，很多偏远乡镇的球迷不惜
驱车几个小时赶来县城为球员们加油喝彩，球赛结束后熬夜摸黑赶回
去，第二天照常工作，劲头十足，他们对篮球有着极其纯粹的热爱，
并且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球场上不乏“上阵父子兵”的一幕。

为了让城乡热爱篮球的人们就近参与篮球运动，岳西县不断加快
体育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不断完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扎实推进公共
体育设施建设，大力推进旅游+体育融合发展，加快推进建设“15分
钟健身圈”。如今，基本实现了“村村有球场，家家有球迷，年年有球
赛”。

文明参赛文明观赛，热情喝彩礼貌加油。一场场精彩纷呈的篮球
比赛即将在岳西人的家门口上演。对于许多人来说，最期待的莫过于
近距离观看篮球比赛，为运动员们摇旗呐喊。热情需要宣泄，然而张
弛之间必须有度。对裁判谩骂、向场内投掷杂物甚至大打出手等不文
明现象，让一场原本热闹而喜庆的欢聚蒙了羞。真正的球迷应当尊重
比赛规则，做文明有礼、热情有度的文明观众，努力营造又“燃”又

“净”的比赛、观赛氛围，展现岳西的文明风范。
科比·布莱恩特曾说：“总有一个人要赢的，那为什么不能是我。”

岳西人民爱篮球，更爱球场上积极进取、勇于拼搏、永不放弃、百折
不挠的精神。靠着这种精神，老区人民攻克了一个个阻碍脱贫致富的
拦路虎、绊脚石，加快了乡村振兴的步伐。（徐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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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吴传攀 王云峰） 7 月 31 日，红色
中关，“桃”你欢心——中关镇首届
蜜桃文化旅游采摘节举行。县直相
关部门负责同志，中关镇党员干部
群众参加活动。活动当天，吸引了
周边近500名游客体验采摘。

采摘节启动仪式上，中关镇人
民政府负责人致辞，县委宣传部、
县城管局、县农业农村局、县融媒
体中心、中关镇负责人共同开启启
动球。随后与会嘉宾和游客走进中

关村富良家庭农场，体验采摘带来
的乐趣。

岳西县富良家庭农场坐落在中
关镇中关村境内，发展社员有 30
人，带动当地群众达50户，每年群
众在基地务工能够增加收入 20 万
元。“2019年，我们农场流转了188
亩土地，发展种植了山楂、车厘
子、冬枣、黄金蜜桃。今年黄金蜜
桃开始挂果初摘，预计黄金蜜桃一
项就能够增收 20 万元左右。”岳西
县富良家庭农场负责人崔道金说。

中关：首届蜜桃文化旅游采摘节举行

本报讯 （通讯员 刘蕾） 近
日，我县完成县域首家市场主体歇
业备案登记，申请人通过安徽政务
服务网直接进行“歇业备案”在线
申报，办理完成后她特别满意地
说：“我的名称、商标都还能保留，
这歇业登记真是帮了我们大忙。”

据了解，2022年3月1日正式实
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
管理条例》，首次增设了歇业制度。明

确当市场主体因自然灾害、事故灾
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
原因造成经营困难的，可以自主决定
在最长不超过3年期限内歇业，市场
主体在歇业前向登记机关办理备案。
这项政策红利给暂时经营困难的市
场主体提供了“缓冲期”，不仅有利于
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还最大限度地
保障了市场主体经营的连续性，大大
降低了市场主体维持成本。

我县完成县域首家市场主体歇业备案登记

本报讯 （通讯员 祝晓英
曹晓兵） 7 月 30 日，岳武高速东延
线岳西枢纽钢箱梁桥全幅贯通，成
功解决了岳西枢纽施工被济广高速
隔断的难题，为后续路基桥梁施工
提供了良好的施工通道。

岳西枢纽工程是岳武高速东延
线与 G35 济广高速、岳武高速交通
流转换设置的枢纽互通，为全线控
制性节点工程。该枢纽上跨 G35 济
广高速公路主线共计 3 处，包括全
线唯一一处跨高速钢箱梁安装工
程，交通组织压力大，施工条件复

杂。为减少济广高速交通导改次
数，缩短涉路施工时间，项目部与
高速交警、路政、交通等相关部门
加强合作，多次讨论制定专项方案
并不断优化，经专家评审后，严格
按批复方案全力组织施工。在施工
过程中不断克服暴雨、高温等不利
天气影响，项目团队全力推动施工
建设，先后解决了交通组织难度
大、涉高速路施工条件复杂、与钢
结构标交叉施工等难题，顺利完成
岳西枢纽钢箱梁安装，实现钢箱梁
桥全幅贯通。

岳武高速东延线岳西枢纽钢箱梁桥全幅贯通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吴传攀）近年来，县总工会深入贯彻
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
群团工作的意见》、中央党的群团工
作会议精神，按照上级工会和县委总
体部署要求，优化整合了组织机构。
截至目前，全县数据库在册工会组织
699个、会员45801人，其中农民工会
员20012人。

岳西推动工会改革举措在基层
落地见效，温泉镇、莲云乡、姚河乡工
会联合会改革成立总工会，卫健、交通
等系统工会工作委员会改革成立工
会联合会。持续加大工会组建力度，坚
持以“党建带工建、工建促党建”，实现
了100人以上企业建会应建尽建、非
公企业和社会组织普遍建会、快递员

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建会入会取得突
破性进展，全县基层工会组织数、会员
数同比2015年分别增加186个、4860
人。加强工会数据库动态管理，截至目
前，数据库在册工会组织699个、会员
45801人，其中农民工会员20012人。
持续以职工之家建设作为凝聚职工、
提升素质、活跃文化的重要手段，共
培育全国模范职工之（小）家2家、省
模范职工之（小）家6家、市模范职工
之（小）家8家。不断规范工会经费管
理，财政划拨得到保障，税务代收稳
步增长，基层工会账户开设积极推
进。扎实推进同级审和对下审计工
作，开展对重要资金、重大项目等专
项审计，探索引入社会审计力量，加
大工会审查审计监督力度。

岳西现有在册工会会员45801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