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9月13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程扬 电话:5325920 5325924

要 闻

近日，岳西县天堂镇石桥村脑瘫双
胞胎顺利收到了职业学院的录取通知
书，懂事的孩子、坚强的母亲，这个困厄
的家庭用爱与坚强书写出催人奋进的
故事，他们的经历也打动了许多人。

2001年，吴春香拖着6个月身孕在
家中盖房子，由于过度劳累，吴春香早
产生下了双胞胎，经过治疗，胎儿活了
下来，并且长得白白胖胖，讨人喜欢。
家里给哥哥取名金华栋，弟弟取名金华
梁，希望他们长大成为栋梁之材。

然而欢乐时光总是太短暂，双胞胎
带来的喜乐在七个月后戛然而止。一
次，吴春香发现小儿子趴在床上翻不了
身，而且时不时出现双腿抽搐。慌乱
中，吴春香带着小儿子去检查，最终小
儿子被确诊为早产脑部缺氧导致脑
瘫。不久，大儿子也被确诊为脑瘫。

吴春香和丈夫带着两个儿子开始
了艰辛的求医之路，情况有所好转
后，丈夫选择外出打工，留她在家中
照料孩子。

到了快上学的年龄，医生告诉吴春
香，这样的孩子上不了学。只有小学文
化的吴春香却希望兄弟俩从幼儿园开
始正常上学，有一个正常的成长环境。
刚开始，幼儿园都不愿意接收这对脑瘫
患儿。在吴春香的软磨硬泡下，最终一
家幼儿园愿意接收这对兄弟。

兄弟俩上幼儿园、小学期间，吴春
香就在学校边上租间房子，一边卖文
具、零食等贴补家用，一边照顾孩子。
兄弟俩上中学了，吴春香又开始卖早点
养家，每天凌晨3点就要起床准备，金华
栋每天凌晨5点起床，帮母亲包装豆浆
等食品。吴春香卖完早点到家后，再骑

三轮车送孩子到离家3公里的学校，每
天4趟、风雨无阻。“印象中，妈妈睡觉的
时间特别少，几乎都是在干活，照顾我
们、照顾家。”谈及母亲的辛苦，兄弟俩
泪流满面。一次大雪天，他们的三轮车
翻倒在路边，兄弟俩抱着母亲大哭，他
们不想让母亲遭罪，喊着不想上学。当
时，吴春香心里也在滴泪，但她爬起来，
冲着孩子喊：跌倒算什么。自那以后，
兄弟俩再也不在人前叫苦喊累。

2018年，兄弟俩的父亲在40多天
被人骗走30多万，让这个困顿之家雪
上加霜。一边要照顾孩子，一边要拼命
赚钱还债。吴春香和丈夫起早贪黑，她
卖早点，丈夫卖红薯，在他们的努力下，
外债还剩20多万。“靠自己双手挣钱，
不偷不抢不丢人。”吴春香总是这样说。

今年，兄弟俩分别被合肥、六安的

职业学院录取，金华栋生活能勉强自
理，而金华梁则需要母亲陪读，一万多
元的学杂费让这个家庭再次陷入困
境。得知消息后，社会爱心人士伸出援
助之手，截至9月9日，爱心人士已为兄
弟俩筹集了四万多元的捐款，这让吴春
香暂时舒了一口气。这些天，为了减轻
家里的负担，金华栋还特意到家附近的
一家工厂做起了兼职。

如今，这对兄弟俩即将前往陌生的
新环境，这让吴春香又开始担忧起来。
这些天，她反复叮嘱大儿子如何照顾自
己、怎样与人相处，同时忙着寻找小儿
子学校附近的陪读房。兄弟俩说，开学
后要好好学习专业知识，将来凭本事找
工作，“尽全力回报父母”。

全媒体记者 储永志 通讯员
左琳 摄影报道

你的坚持 终将美好

9月 9日，第九届中国（安庆）黄
梅戏艺术节核心活动“黄梅戏新创优
秀剧目展演”名单公布，共有安徽、湖
北、江西、广东等4省13市25家剧团
34台剧目申报参演，申报剧目数量创
历史新高。

经过文化和旅游部组织专家遴
选，确定了16台剧目在安庆市进行集
中展演，时间为9月28日—10月8日，
演出地点分别是安庆市黄梅戏艺术
中心、石化俱乐部、人民剧院。另有
12台新创剧目参加艺术节线上演播。

第九届中国（安庆）黄梅戏艺术节
“黄梅戏新创优秀剧目展演”名单公布

本报讯 9月9日，105国道宿松
县凉亭镇境内，县公路管理部门的工
作人员们正对道路两侧的树木进行
修剪，以消除安全隐患。

“两侧行道树过于茂盛，树枝和
电线过于接近，树枝遮挡了路边的交
通安全提醒标志，存在安全隐患。”该
县公路管理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彭
建松说，他们将对国省道两侧的3万
余棵行道树进行清障、逐一排查、消
除安全隐患。

今年以来，宿松县对重点企业、
重要场所、重点部位开展地毯式检
查，督促指导企业等加强安全风险管
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共开展检查2215
次，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3606个，
责令停产整顿企业8家，警示约谈企
业35家，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
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该县以道路运输、水上运输、公路

管养及交通工程建设为重点，扎实开展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共检查车辆2503
台次，渡船98艘次，立案查处非法营运
车辆6台，累计排查安全隐患36个。
深入开展渡运安全管理专项整治，严
厉打击三无船舶非法载客行为，坚决
杜绝非法营运现象。大力开展船舶清
理整治专项行动，共摸排各类船舶
8917条，通过甄别分类处置，现已对各
类船只实施了拆解、封存或规范管理。

该县还按照“零容忍、严管控”的
要求，严防企业带病带隐患运行。截
至目前，共检查重点企业317家，排查
整改隐患735条，防范化解了一批安
全风险隐患。完成10家非煤矿山企
业、9家危化品从业单位、12家工贸企
业的首轮专家会诊，排查发现隐患
129条、全部整改并验收销案。

（全媒体记者 沈永亮 通讯
员 孙凯华）

以道路运输水上运输等为重点

宿松排查整改安全隐患3606个

本报讯 为科学精准防控疫情，严
防疫情输入，9月10日晚，市疾控中心发布
紧急提醒，近两周有福建省莆田市旅居史
的人员应尽快进行核酸检测，广大市民应
继续戴好口罩，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

市疾控中心提醒，近两周有福建省
莆田市旅居史的来（返）宜人员应在做
好个人防护的情况下，第一时间主动向
所在社区（村）、工作单位或所住酒店进
行报备，并配合当地尽快落实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健康监测等各项防控措施。
同时，近期如无必要不前往福建省莆田

市及其他中高风险地区。
广大市民要持续关注国内新冠肺

炎疫情动态，时刻保持警惕，坚持常态
化做好个人防护。继续做好科学规范
佩戴口罩，保持勤洗手、常通风、公筷
制、“一米线”等良好卫生习惯，不组织、
不参加非必要的聚集性活动，倡导健康
生活方式。

同时，要时刻关注个人和家人的身
体健康状况，做好个人健康监测。一旦
出现发热、咳嗽、咽痛、乏力、嗅（味）觉减
退、腹泻等症状，应及时佩戴口罩前往就

近的发热门诊或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和排
查，就医途中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是预防新冠肺
炎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能够降低感
染率、住院率、重症率和病死率，也是构
建群体免疫屏障最有效的手段，符合接
种条件但仍未接种的市民群众应尽快
前往接种点完成接种。

据国家卫健委9月12日消息，9月
11 日 0 时至 24 时，31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
增确诊病例46例，其中本土病例20例
（均在福建，其中莆田市19例、泉州市
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44例，其中本
土18例（均在福建，其中莆田市17例、
泉州市1例）。 （全媒体记者 白萍）

市疾控中心发布紧急提醒

非必要不前往福建莆田等中高风险地区

本报讯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9
月7日至9日，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市
司法局到岳西县、怀宁县、宿松县开
展“两节”前社区矫正安全大检查，切
实加强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检察监督，
维护节日期间安全稳定大局。

检查组一行深入乡镇司法所、社
区矫正中心等地，通过查看手机定位
系统、查阅台账、抽查案卷等方式，围
绕调查评估、外出审批、考核奖惩、日
常监管等关键执法环节开展全面监督
检查。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档案不规
范、请销假手续不齐全等问题，检查组

进行了现场反馈并提出整改意见。
检查组要求，要根据社区矫正相

关法律规定，准确把握社区矫正工作
要求，严格依法规范开展社区矫正工
作，推进社区矫正规范化、标准化、法
制化实施；要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举
一反三，立行立改，以问题整改为抓
手，确保社区矫正依法有序推进，不
断提高执法水平；要强化底线思维，
凝聚工作合力，切实提升社区矫正工
作效果，防止再犯罪现象发生。

（全媒体记者 周国庆 通讯
员 吴广）

维护“两节”期间安全稳定大局

社区矫正安全大检查开展

图一：金华栋（左）、金华梁双双考上职业学院。一家人在一起拍了一张合照，母亲吴春香为两个
孩子点赞。

图二：儿行千里母担忧，孩子能否适应新环境，是吴春香现如今最担心的事。
图三：金华栋平日喜欢读书，他向记者展示他喜欢的一本书《你的坚持，终将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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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梅戏新创优秀剧目展演”参演剧目名单

线上演播剧目名单

（上接第一版）
为政之要，在于用人。我市认真落

实新时期好干部标准，“严”字当头、
“实”字托底，努力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
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五年来，我市深化干部制度改革，坚
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建立在重大斗争
一线考察识别干部机制，先后在脱贫攻坚
一线、疫情防控中提拔使用干部856人
次，其中县级干部58人次；晋升职级791
人次。制定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研
判工作办法，开展2轮政治生态分析研判。

突出干部实践锻炼，选派130名干
部到经济发达地区以及西藏、新疆等艰
苦地区，国家有关部委以及市县之间双
向挂职任职，安排138名市直单位新录
用公务员到经济发展和基层一线锻炼。

选优配强干部队伍，制定干部选拔
任用操作规程，五年来提请常委会研究
干部事宜2075人次。“零差错”圆满完
成县乡领导班子集中换届，换届后，县
乡两级领导班子都呈现出知识能力、专
业化水平、班子功能明显提升，平均年
龄明显下降的特点。深化实施年轻干
部培养选拔“135”行动计划，有效保持
年轻干部合理结构比例和数量规模。

筑牢堡垒
推动基层党建全面发展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

源。五年来，我市坚持大抓基层党建
鲜明导向，全面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
功能和组织力，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
进步全面过硬。

突出政治功能夯实基层基础。健
全组织体系，深化“红色引擎工程”，
成立10个市级行业党委、70个行业或
行业协会党组织、39个商圈市场楼宇
党组织、创建30个省级“小个专”党
建工作示范街 （区），总数居全省第
二。深化街道管理体制改革，组建8
个街道大工委、28个社区大党委，划
分网格片区4300多个，将 11000多家
驻区单位、民营经济组织、社会组织
等纳入基层管理。探索推行村级联合
党委和片区党建共建做法，把支部建
在产业链上，建立“公司+支部+农
户”的农村基层党组织运行方式，覆盖
农村党员8.3万余人。

创新活动方式，建立“1+8+10”基层
党组织标准化建设框架体系，推深党
支部提升行动，开展基层党组织标准
化规范化建设路演活动，评定市级示
范点156个，入库基层党组织100%达
标升级。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
织，五年来整顿提升444个软弱涣散
村 （社区） 党组织，调整 139名不胜
任不尽职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清
理曾受过刑事处罚、涉黑涉恶和存在

“村霸”问题村干部46人。
夯实工作基础，累计投入资金2.55

亿元，村（社区）干部报酬待遇、村级组
织活动场所等全部达标，提前1年完
成农村基层党建保障工程三年行动计
划。实施“培强扶优”和“去壳消
薄”两个专项行动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截至2020年底，全面消除集体经
济“空壳村”“薄弱村”，村级集体经
济村均年经营性收入达到 42.5 万元，
较2017年增长超过400%，50万元以
上强村369个，占比达26.1%，提前两
年实现省定目标，集体经济发展位居全
省前列。

扎紧制度笼子
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以来，我市持续
深化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扎紧
制度笼子，让铁规发力，让禁令生
威，促进权力规范有序运行。

作风建设不断深化拓展。大力整
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制定实施
正、负面清单，聚焦脱贫攻坚、生态
环保、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为基层减
负等领域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推
动形成“问题发现、交办督办、对账
销号”闭环管理机制，2018年以来累
计查处推诿扯皮、消极应对、不愿担
当等问题267件、批评教育帮助和处
理 469 人。盯紧“老问题”“新动
向”，加大明察暗访力度，坚决纠治享

乐主义、奢靡之风，严查违规收送名
贵特产和礼品礼金、公车私用、滥发
津补贴、违规公款吃喝等问题，市县
联动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640件，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993人，
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713人。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巩固发
展。坚持惩防结合、综合施策，保持
高压态势，持续开展问题线索“清仓
见底”专项行动，共立案审查调查
6948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7450人；
采取留置措施201人，移送检察机关
188人。

深入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题，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
升。持续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
风，查处“三资”管理、惠农资金、
危房改造、征地拆迁、教育医疗等领
域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 920 件，
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1539人。聚焦群
众“急难愁盼”，推动市区基础教育集
团化办学改革、追回医保基金近1.5亿
元、8万多套“难办证”问题房屋完
成整改。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
则事成。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促进
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观念强起
来，干部作风实起来，干群关系好起
来，为现代化五大发展美好安庆建设
提供了政治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