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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期，太湖县实行全天
候、全范围巡逻值守，加大打击非法
采砂力度，切实净化砂石管理环境。

该县针对砂石管理工作的重点
区域，每天安排多名稽查队员24小
时轮流巡查，在重点时段进行蹲点
值守，及时发现、制止盗采砂石行
为。采取人防与技防相结合的方
式，在重点河段、路口安装监控摄像
头，及时掌握盗采规律和线索，全面

收集各种群众举报线索，第一时间
取证，及时互通情报，就近精准出
击，依法办案，依法查处；并在重点
河段、路口安装防盗网、防护栏、隔
离墙，对下河盗采便道进行深挖、铲
除。一周多时间内，共查获非法盗
采线索15起，暂扣各类车辆16辆，小
型工具 10 件，没收非法囤砂 80 余
方，有力打击了盗采行为。

（通讯员 胡治进）

重拳打击非法采砂

本报讯 日前，太蕲高速公路
建设指挥部挂牌，并在省交控建设
公司牵头下，对接了太湖至湖北蕲
春高速公路项目建设工作，部署了
近期用地、林地、社保报批以及临
时用地选址等事项。这标志着一项
打通太湖山区交通瓶颈的重点工程
正式进入了实质性的实施阶段，年
内将动工建设。

太蕲高速公路安徽段为安徽省
“五纵十横”高速公路网规划中
“横七线”沪武高速的重要联络

线，初步设计已经获批，施工图也
已通过评审。项目全长 45.011 公
里，概算投资76.4亿元，沿线建设
大桥10座共15364米，隧道26个共
12604米，桥隧占比达62.1%。

该项目起点位于太湖县城南侧
的李家新屋附近，设太湖南枢纽与
G50沪渝高速衔接，向西北延伸，经
城西乡、天华镇、刘畈乡、弥陀镇，终
点位于太湖县弥陀镇下界岭村南侧
的皖鄂省界处，顺接蕲春至太湖高
速公路湖北段。（通讯员 刘辉）

太蕲高速年内将动工建设

新闻广角新闻广角

本报讯 今年以来，太湖县把
“优粮优产”作为优质粮食工程的
首要环节，通过调整粮油种植结
构，改进粮油加工技术，提高粮油
上市品质等一系列措施，全面实施
中国好粮油项目。

当前正是秋粮收购的黄金时
节，该县“中国好粮油”项目的实
施企业均在全力收购优质中晚稻，
为保证稻米的品质，还专门聘请了
专业人员对收购的稻谷进行专业化
检验、储藏。入库后，进行平整粮
面，检测粮温，熏蒸杀虫保管，确
保每一粒粮食高品质走向市场。

为从源头上保证粮油质量，太
湖县今年还制定优惠政策，创新粮
油生产模式，县粮食、农业等部门
积极引导重点骨干龙头企业与农户
签订种植收购合同，让企业与农民
形成利益共同体，开展种植基地建
设和优质粮食订单农业，按照“公
司＋基地＋农户”的订单生产模

式，实行统一供种、统一施肥、统
一管理、按同期同质高于市场价格
统一收购，形成连片开发、规模种
植的格局，既保证了加工企业原料
质量，又保护了农民利益，实现了
企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双赢目标。

该县还不断加强企业管理和技
术创新，以“选精品、创名牌”为
目标，持续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开展

“优粮、优价、促增收”系列活
动，有效推广好粮油产品和知名品
牌。今年，全县秋粮种植面积达
42.5 万亩，预计总产达 22 万吨。
同 时 ， 该 县 推 荐 优 质 粮 品 种 5
个，示范区覆盖徐桥、大石、新
仓、小池、晋熙、城西、江塘 7
个乡镇，种植优质粮品种面积达
10万亩，预计优质粮总产将突破6
万吨，粮油优质品率将提高 30%
以上，农民优质粮油种植收益将提
高20%以上。

（通讯员 王继兵 陈振伟）

太湖县大力实施优质粮食工程

金秋十月，太湖县徐桥镇创业村
广场四周，五颜六色的洋菊花娇艳
绽放，迎风摇曳，把秋日的田园装
点得分外美丽。10 月 2 日，这些肆
意盛开的花儿，见证了一位特别的
女孩与她的“宝藏男孩”喜结良缘
的幸福时刻。

这位特别的女孩名叫查群芳，是
大石乡西湖村人，因患类风湿导致重
度残疾，四肢瘫痪，生活完全不能
自理，却在文学创作、网络销售上
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空，被大家称
为“轮椅上的电商女孩”。今年 38
岁的查群芳，用她的坚强、乐观、
自立书写了身残志坚、敢与命运抗
争的精彩人生，用她的才情、善
良、自尊收获了心心相印、打破世
俗偏见的美好爱情。

轮椅上的梦想

查群芳的童年和求学路，与常人
不同。6岁上学，6岁就开始生病。一
开始是胳膊、肩膀疼，读4年级的时
候髋关节发疼，走路都艰难。初一的
时候手肿得像馒头，到医院检查，确
诊为类风湿。高中的时候关节就开始
变形了。“我总是穿长衣服厚衣服，
不敢让别人知道。大学考取了安徽
建筑工业学院，因病情加重，一个
学期没有读完就肄业了。回来后，
已经完全不能自理。”查群芳说，父
亲在她 10 岁时就离开了人世，她们
姐妹 5 人靠着母亲拉扯，家庭本就
拮据，她的病，无疑给这个家庭更
添了一份忧愁。

大学肄业回家后，查群芳双手和
双腿在病魔的折磨下已经严重变形，
并丧失基本功能，因髋关节不能活
动，即使坐在轮椅上也要用绳索绑

着。吃饭要喂，下床要抱，挪动轮椅
要在腋下拄双拐，查群芳想看看外面
湛蓝的天空也有些难了。

“开始很消沉，对生活没有信
心，经常莫名其妙发脾气。”查群芳
说，“是妈妈和姐妹们一直照顾我、
鼓励我，让我重拾信心。在妈妈心目
中，我比别人家的孩子优秀，是她的
骄傲。她总在别人面前说我会读书，
是大学生，聪明着呢。”

家人的悉心照料、不离不弃，让
查群芳重燃对生活的热爱，接受了自
己的不完美，决定与命运抗争。大
学学过素描的她，开始在家画画，
并在QQ空间展示自己的画作。日常
所见、童年的美好记忆，都成了她
的素材，泼墨挥洒间，她把对生
活、对亲人的爱都融入画里，一笔
一画尽显真情。2010 年，查群芳接
触到网络，这让她结识到不少网
友、患友，在与大家的交流中渐渐
打开心扉，喜欢文学的她有了创作
的想法。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在电脑
前敲字，她就用手背一个一个敲，
哪怕一个小时只能敲几行字，她也
倔强地坚持着，用比别人慢 10 倍的
速度在电脑前敲下了无数寄托对美
好生活与渴望爱情的诗篇。现在，
她不仅能用电脑和手机熟练的敲出
文字，还会将自己所写出来的文章
整理发表到网络新媒体上，让更多
人能读到她的文章。这些年来，她
的多篇文章发表在《安庆日报》《振
风》《自强文苑》《长河文艺》《新声
文学》 等报刊、杂志、微信公众号
上，收到不少好评。参加国内一些征
文比赛，也屡屡获奖，这是对她最大
的鼓励和褒奖。

“我想记录家人的辛苦，想记录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想记录一切美好

的事物，想感恩这个世界。”这便是
查群芳一直坚持的“文学梦”。

对网络越来越了解的查群芳，逐
渐在网上找到了一条创业路。2012年
5 月 1 日，她在淘宝上申请了店铺，
开起了网店。从卖点小东西，到卖
土特产品，再到主营牛仔裤，打算
设立自己的品牌，查群芳逐步走上
了创业路。

“挣到第一笔钱的时候，开心得
不得了，毕竟是劳动所得嘛。”查群
芳高兴地说，“虽然有时候因为长时
间敲击键盘，手指头疼得厉害，但
从没想过放弃。一直能坚持下来，
也是因为一路走来，得到了很多好
心人的帮助，这种力量，是支撑。
我曾想过，如果哪天我的产品卖不
出去了，就给曾经帮助过我的好心
人每人送一份。”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
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
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查群
芳说，这是她非常喜欢的一副对联。

远方来的爱情

查群芳曾在文章中流露出渴望有
一份属于自己的爱情，并愿意为他写
一辈子的情诗。就在今年3月，爱情
悄然来临。

“第一次见他，他的笑容很灿
烂，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就觉得
他是我生命里要找的人。”回忆起第
一次与心中的“宝藏男孩”见面，查
群芳露出羞涩的笑容。

她和他通过网友的口中知道了彼
此。他叫俞长兵，定远县人，曾经做
过慈善，编过剧本，写过散文，靠自
己打工挣钱走遍全省进行考古，是一
名考古爱好者。

“从网友的口中知道群芳，后来
通过她的抖音号和文章了解了她，被
她的坚强意志和乐观精神打动，觉得
像这样的女孩不多，能坚持初心。”
未见其人，俞长兵已深深感动，便风
尘仆仆而来。

第一次见面，俞长兵给查群芳
带来了一个“宝盒”，里面装着他
的收藏，有旧式的枕套、各式各样
的发簪，还有几本连环画。查群芳
爱不释手。

两个人的爱情，一开始并不被看
好。两个家庭的担忧，外界的众多猜
测，支持的人并不多。但两个人心意
相通，认定了彼此，决定要相依相
伴走下去。俞长兵决定来太湖住，
陪伴群芳。渐渐地，他们的爱情被
家人接受、被周围的人祝福。查群
芳还专门为俞长兵写了一首诗 《我
该怎样地爱你》。

在日常生活中，俞长兵从查群
芳的妈妈、姐姐手中接下了照顾的
重担。每天为她穿衣梳洗，抱她起
来大小便，给她做饭喂饭喂水，帮
她下订单发货，生活中的一应事
物，他都包了下来。不仅如此，他
还坚持每天为她读书，帮助她提高
文学素养。有空的时候，他会推着
她去逛街、去看戏、去赏田园风
光、去游名胜古迹。“想带她去她没
有去过的地方，看看外面的世界。”
俞长兵说。

10月2日，两人携手走进婚姻的
殿堂，收到了亲戚朋友满满的祝福，
她的婆婆也赶来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希望两个人能共同成长，共同进
步，在文学的道路上，坚持写下
去。”查群芳对两个人的未来充满了
信心，也有了更大的动力。
通讯员 叶玲玲 吴阳金 姚权炉

花若盛开 清风自来
——记轮椅上的电商女孩查群芳

本报讯 “老蚕欲作茧，吐丝净
娟娟。”仲秋时节，正是养殖秋蚕、
完成吐丝的最佳时期。

在太湖县新仓镇惠民村专业养蚕
户赵运文家，220 多平方米的蚕室
内，赵运文、章桂枝夫妻俩正在忙着
给约摸有小手指大小的蚕宝宝一个劲
地喂桑叶。

“这几天，是蚕宝宝喂食桑叶的
高峰期，眼下22万多头的蚕宝宝已经
进入到了生长的4龄关键时期，别看
蚕宝宝们个子不大，可是它们的‘饭
量’却很惊人，一天要吃掉2000多斤
的新鲜桑叶，每天要投叶三次。”已
有20多年养蚕经验的赵运文一边喂叶
一边说道，这段时间，所投的桑叶量
最大，每天都要请五六个人帮忙摘桑

叶，蚕宝宝吃起来特别厉害，长的也
是一天一个样。为了解决蚕宝宝的

‘口粮供应’问题，他还在蚕室周围
承包熟地60多亩，建立了桑叶基地，
采摘起来更加方便。

蚕室中，一排排高达90公分的木
架上，白白胖胖的蚕宝宝们整齐地摆
放在上中下三层木架上，静心聆听，
整个蚕室里发出沙沙的声音。

当赵运文夫妇俩给蚕架洒满了一
层层新鲜的桑叶过后，他又开始忙着背
起喷雾器，给每一层蚕架洒上消毒液。

“蚕室消毒杀菌和温度湿度很重
要。蚕宝宝讲究环境干净，室内清爽
整洁，保持正常通风，但不怕光，只
怕低温。特别是在养殖春蚕时，如果
温度低，就要在蚕室四周采用煤炉或

栗碳生火升温，使蚕室温度保持在35
摄氏度左右，才能确保蚕宝宝顺利生
长。”赵运文凭着自己从90年代初就
开始养蚕积累的实战经验，掌握了一
套成熟养蚕技术，每天随时都要察看
蚕宝宝的生长情况，一旦发现有异
样，就得挑拣出来，及时进行处理，
避免感染，造成损失。这些蚕宝宝在
猛吃桑叶五六天后，就将进入五龄的
关键期，全部上架吐丝结茧。每年5
月和9月要养殖春秋两季蚕，每一批
养殖期35天左右。

惠民村一带历来有养蚕的习惯，
特别是 1995 年—2003 年期间，这里
几乎是家家养蚕，户户栽桑，面积达
3000 多亩，并一度成为老百姓增收
致富的主导产业，建起了 1500 多平

米的烘茧站，就地解决了村民养蚕卖
茧的难题。

养蚕的行情波动很大，价格的高
低会直接影响养蚕的经济收入。今年
春茧价格每斤25元，是历史上最高的
一次。一般情况下，每张蚕种可产干
茧90多斤，一季800多斤鲜茧毛收2
万多元，并带动了部分村民季节性剪
枝、施肥、采叶的就业增效，但愿秋
蚕的价格会更好。20 多年来，不管
遇到蚕茧市场行情怎样变化，赵运
文都始终秉持着对养蚕的执着和敬
业，凭着自己质朴的秉性和勤劳的双
手，满怀信心地继续把这块科普教育
基地建设好、作用发挥好，让白茧银
丝成为乡村振兴中一抹洁白无瑕的传
承亮点。（通讯员 刘辉 张志彬）

老蚕欲作茧 吐丝净娟娟

白茧银丝助村民就业增收

本报讯 10月13日，“红领巾心
向党 争做新时代好队员”纪念少先
队建队72周年入队仪式观摩活动在
刘邓大军刘家畈会议旧址广场举行。

活动中，三名仪仗小队员护卫
着印有五角星和火炬图案的中国少
年先锋队队旗，昂首阔步迈上广场
台阶最高级，全场高唱《中国少年先
锋队队歌》。随后，举行了新队员佩

戴红领巾仪式，新成立的少先中队
依次领旗，新队员们在鲜艳的队旗
下庄严宣誓并呼号。活动邀请了老
党员代表、省级优秀共青团员和省
级优秀少先队辅导员代表分别上台
发言，坚定了小学生们争做合格社
会主义接班人的决心和意志。全体
人员还参观了刘邓大军陈列馆。

（通讯员 吴光磊）

太湖县举行纪念少先队建队活动

秋日，在太湖2030平方公里的
土地上，全县山区畈区42.5万水稻
已陆续开镰收割，放眼广袤沃野，
俯瞰长河两岸，呈现在眼前的是一
幅幅“喜看稻菽千重浪”“稻花香里
说丰年”的如画美景。

通讯员 刘辉 摄

稻花香里

说丰年

本报讯 近期，太湖县开展了
“十大美食”评比活动。评选出蟹黄
拆烩鱼头等“太湖十佳美食”和大石
肉饼等“十大特色菜”。并以此为契

机，推动太湖地方美食文化的传承
与交流，提升太湖特色旅游餐饮的
影响力，助力全域旅游产业更好更
快发展。（通讯员 刘辉 吴阳金）

太湖评出“十大美食”

10月13日，太湖县汤泉乡朱弯村村民在栽插草莓苗，预计 12 月份左
右成熟的草莓就可以上市。近两年来，朱弯村积极探索村级经济和百姓
共同增收的致富新路，主动发展草莓特色产业，建立了草莓基地，努力
推动乡村振兴。 通讯员 刘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