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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3日清晨，朦朦细雨飘飘洒
洒，深秋乍寒，身感阵阵凉意。一大
早，刘圣友和往常一样拿上扫把、铁
锹，骑上保洁电动三轮车，来到自己
工作责任区域，冒着细雨将责任区的
各条村组道路与沟渠认真地清理着，
用心去守护着村庄的洁净。

披着朦胧的晨曦，推着小车去了
又回，穿梭于农家漂亮的小楼间，清
扫着路面的垃圾。在怀宁县江镇镇盘
石村，村民们每天都会看到这样一幅
勤劳朴实的美丽画面。

“我负责刘大屋、刘远桥二个自
然村庄以及344省道公路沿线的保洁
工作，每天上下午各清理一次，虽

然累点，村里环境卫生好了，看起
来 也 就 舒 服 多 了 。 付 点 心 血 ，值
得。”刘圣友说。

今年74岁的刘圣友是江镇镇盘石
村刘大屋人，从2016年开始担任村庄
保洁员，除了负责镇里分配的保洁任
务外，还负责盘石村村庄两公里道路
和文化广场、体育广场、公厕、景观
塘的环境卫生打扫和清理。“我加入了
镇环卫公司，每年工资 10200元，加
上刘大屋中心村庄每年保洁费 4000
元，我一年收入有14200元。”刘圣友
高兴地说。

当上保洁员，就要为村民提供一
个干净卫生的生活环境，这是刘圣友

上任的初衷。虽然年龄偏大，但刘圣
友身体很硬朗，他每天天一亮就起
床，准备好工具，推上垃圾车，再灌
上一瓶水，渴了就在路边喝一口，累
了就在路边歇一会，每天上午、下午
要对路面进行清扫，逢年过节也不例
外。他说，越是过节的时候，路上的
行人越多，越要保持道路的干净，让
大家有个愉快的心情。

就这样，刘圣友用辛勤的汗水换
来了环境貌焕然一新。刘圣友默默坚
守，一干就是6年，而他的努力也换
来了村民们的理解和支持。每年夏
天，刘圣友的皮肤几乎晒成了紫铜
色，无论刮风下雨，苦夏寒冬，他都

默默地坚守着，用辛勤的汗水换来了
村庄的洁净，诠释了“宁愿一人脏，
换来万家净”的环卫精神。现在环境
卫生好了，村庄变美了，村民们对保
洁员的辛勤付出无不竖起大拇指称
赞。只要有人夸奖村庄干净，刘圣友
就感到特别高兴与自豪。“村庄面貌能
有如今的改观，离不开刘老，是他多
年来起早贪黑，不辞劳苦辛勤付出的
结果。”盘石村党支部书记刘玉平说。

“每天看到村庄环境越来越美，大
家都能自觉爱护卫生，所有辛苦都不
算什么，我热爱这一行，也喜欢干这
一行。”刘圣友憨厚地说。

通讯员 檀志扬 张庆明

七旬老汉刘圣友：美丽乡村“美容师”

“京陌尘埃渴肺肠，藕莲分惠带湖
香。羡君一叶穿花底，醉吸荷筒月露
凉。”味道鲜美甘甜的莲藕是很多人
的最爱，而对于安庆经开区老峰镇
长山村藕农来说，莲藕让他们奔向
了幸福之路。

10月 14日，在老峰镇长山村下沟
圩莲藕基地，31岁的李兵兵身穿黑皮
叉，正在藕塘边和工人们一起忙乎
着，一派热闹的劳动场景，洋溢着
欣欣向荣的产业旺景，折射出乡村
振兴的新气象。李兵兵左手顺着莲
叶柄摸到莲藕，右手持高压水枪对
准莲藕，用水将淤泥冲散，左手再
顺势跟进，不用费多大劲，一根1米
长的莲藕便直径而出。李兵兵将莲藕

放入小船内，工人们运到岸边，将刚
出淤泥的莲藕，放进有水的大盆里进
行搓洗，莲藕上附着的最后一点淤泥
也被清洗干净。

“这是城里蔬菜批发市场的一家批
发商一周前就下的订单，要把控好藕
的品质，一条藕不能低于三节。”李兵
兵说，他老家是安徽巢湖的，2018
年，在一次朋友聚会上，承包养殖塘
的朋友说没有经验养殖鱼虾，想放弃
鱼塘承包项目，于是他放弃外地打工
的机会来到安庆创业，接手朋友的养
殖塘，开始学习种植莲藕。

“挖藕也是技术活，不仅要判断位
置、确定走势，还得控制力道，不能让藕
受伤。莲藕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年四季

都可以生长。而且头年采挖后，第二年
也不用补种。”挖莲藕的期间，李兵兵介
绍起了他的种藕心得。“种植莲藕对塘
泥的要求也很高，长山村这里的塘泥营
养丰富质量高，除了泥土，水位也是影
响藕的关键因素，最佳状态是水深保持
在 1 米左右。旱季要引水，雨季要防
水，种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体
力和技术都有要求。”

有着种藕经历的李兵兵，现已种
植了 730 多亩莲藕。通过错时种植，
差异选择品种，总结出了属于自己的
一套种藕经验，一年四季都能够采收
到新鲜莲藕。据李兵兵介绍，在莲藕
一年产量最高的九月份，他的莲藕基
地每天都需要十来个工人帮忙采藕。

正当李兵兵滔滔不绝介绍时，一辆小
货车停在了路边，司机是上门批发采
购的，二人很快敲定了价格，连忙招
呼工人将莲藕抬上车，过往的行人也
陆陆续续地停车购买。

李兵兵种植的莲藕一根足有两三
斤重，深受大家喜爱，因为品质好，
慢慢地，他的塘藕在市面上打开了销
路，除了水面承包经营权归属老峰镇
长山村的280亩泥塘，还涵盖周边乡
镇的500多亩连片泥塘，730亩藕田每
天能够出藕6000斤，除去市内的供应
销售，2天一次1吨的量供至外省。现
在，李兵兵莲藕基地年纯收入已达到
几十万元。
全媒体记者 付玉 通讯员 余莉莉

藕农生活节节高

本报讯 近年来，岳西县巍岭乡
巍岭村紧紧围绕“党建+民生工程”，不
断夯实村级基层基础，发展壮大村集
体经济，为乡村发展铺好振兴路。

“党建+”种出幸福果。2018年，巍
岭村在党支部和驻村工作队的带领
下，开始“三变”改革试点，14名党员入
股成立仙包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200
亩、山场1500亩种植黄精、白芨、石斛
等中药材，建立中药材基地。由于引
进苗木和管理技术成熟，药材当年就
结出了果子，合作社收益就达30万元，
去年还引进文景药业公司进驻，村集
体经济突破50万元，成为首个全县实
现村集体经济股民分红的村。

“党建+”修出幸福路。巍岭村
境内的主巍路又窄又徒弯又多，一
直以来是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
上群众反映最多的问题，村党组织
和驻村工作队为解决好这一问题，
不仅多次向帮扶单位交通运输局进
行反映，还每年都纳入项目库，直到
2021年列入县民生工程项目实施计
划。资金计划是下达了，但因巍岭
村大部分面积划入国家自然保护区

范围，扩建有难度，经乡党委政府、
村党组织及驻村干部向各部门协
调，现在该项目已在落地实施。

“党建+”治出幸福厕。一直以
来巍岭村把厕所治理作为一件大事
来抓。村“两委”通过摸排摸清厕所
现状，逐户组织人员上门宣传、动员
拆除废旧厕所，重新改或新建标准
化卫生厕所。目前卫生厕所普及率
达95%以上，村内新建公厕2座。

“党建+”建出幸福村。2020年，
在村党支部和驻村工作队的带领下，
巍岭村新屋中心村被列为省级美丽
乡村进行打造。通过深入组户广泛
征求村庄规划编制工作意见，制定编
制出中心村庄工作规划，对照规划迅
速招标组织实施。通过一年来的打
造，为群众修建了休闲广场、完善了
公共辅属设施，建成了旅游公厕，实
施了中心村庄道路硬化、绿化、亮化
等，夜晚群众在广场载歌载舞、脸上
洋溢着幸福笑容，无不赞叹美丽乡村
建设民生工程带来的幸福指数。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
员 吴爱华）

岳西：

美丽乡村建设民生工程暖民心

本报讯 今年以来，望江县聚
焦群众办证难、备案难、申报难及查
询难等医保民生问题，积极谋划，强
化医保体系互联网建设，9月初全面
推进“望江县医保网上办事大厅”上
线，20项医保业务“零跑腿”实行“网
上办”、“掌上办”，通过优化经办服务
不断提升参保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一张网”为民。“望江县医保网
上办事大厅”目前已实现慢性病申
报、异地就医备案、异地安置备案、
长护险申报、参保缴费、个人账户查
询、医保目录查询及定点医疗机构
信息查询等多种医保业务办理查询

“一张网”服务，为全县60多万参保
人提供高效、便捷的线上医保服务。

“双通道”便民。在全面推进线
上办理业务的同时，该县医保部门

针对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积极加大线
下服务，业务办理实行“双通道”运
行，全面实现医保业务办理“线上有
速度、线下有温度”。

“三网格”利民。该县充分发挥
县乡村三级医保网格作用，积极引
导广大参保群众医保业务“网上
办”、“掌上办”，指导群众通过该平
台办理医保相关业务，实现医保业
务办理不出门、不跑腿、不排队，真
正成为便民、利民之举。

截至10月上旬，通过“望江县
医保网上办事大厅”办理医保业务
达1400多件，“数据多跑路、群众
不跑腿”加速了“码”上办应用场
景使用，该县参保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得到显著提升。

（通讯员 徐永强）

望江：“一网通办”

造就医保服务“快车道”

本报讯 “现在住的房子安心
又舒适，也终于能够吃到自家菜园
种的菜了，我还打算养些鸡鸭给儿
媳送去补补身子，真是感谢党的好
政策呀，让我圆了落叶归根、老有所
居的梦。”这段日子，每每谈及新房，
桐城市嬉子湖镇松山村村民金秀生
老人总是掩饰不住心中的喜悦。

金秀生今年80岁，前些年一度
随儿子在桐城城关居住。现在年岁
渐长，就想落叶归根，回到松山村老
家生活。然而村里的老房子是土坯
房，常年没人照料，早已无法居住，
只能重建。可是，她的儿子身有残
疾，是低保户，儿媳又在生病住院，
家中经济条件并不算好。正在愁苦
之际，村干部告知金秀生说，现在有
低收入人群住房保障政策，可以申
请危房改造补助。这让老人家看到

了老有所居的希望。
经过镇村工作人员核实、村民

会议讨论等一系列程序后，金秀生终
于被纳入2021年危房改造计划。听
到消息后，老人家高兴坏了，第二天
就回老家找工匠商量建房事宜。经
过一个月的建设，一座敞亮的新房就
建成了，在通过市里的验收后，2万元
的补助资金很快就打到本人的卡里，
建房的费用也全部结清了。在添置
些家具后，金秀生终于搬进了新家。

据了解，自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以来，
嬉子湖镇各村主动为符合条件的群
众申请危房改造资金，有效保障了
低收入人群的住房安全。截至今年
9月，已有4户村民获益于此。

（全 媒 体 记 者 何 飞 通 讯
员 黄伟）

桐城：危房改造让她安享晚年

一间平房，里面铺上瑜伽垫，每周
二周六晚，汤素娟、金月琴、杨川林和杨
萍都会带着村民们在这里学瑜伽，“学
瑜伽对环境要求比较高，所以我们就在
这里面学，人多的时候瑜伽垫都不够
用，人少的时候就我们四个人坚持。”汤
素娟说，除了练瑜伽以外，广场舞都在
村里的文化广场上，“人多也很热闹。”

对于汤素娟和队员们来说，能在
工作之外，始终坚持自己的兴趣爱好
是一种幸运，也克服了很多困难。“我
自己是固定给单位跑出租车的，如果
要用车子就得去，不过好在还有好几
辆车子，如果遇到有活动要比赛的情
况，我就跟他们换班，或者请假。”汤
素娟说，在工作之外坚持做成另外一
件事，需要付出相当多的心血。“像平
时瑜伽课、广场舞基本上都是在晚
上，占用工作时间就比较少，但凡有
比赛需要排练什么的，就需要去协
调。”在汤素娟看来，队里的其他几名

队员，都为了自己的梦想舍弃了很多。
金月琴烧得一手好菜，“她的厨艺

如果找一个农家乐固定上班是完全没
问题的，但是为了我们的艺术团她也
没去。”汤素娟笑着说，金月琴的丈夫
是一名木工，长年在外，但收入可
观，“之前也希望她一起去外地，为了
我们的艺术团她选择留在了家乡。”金
月琴就在一些农家乐周末和节假日忙
的时候过去帮忙，也接一些酒席的订
单，“到人家里去烧饭，把两边的工作
安排好，如果那一天需要排练什么
的，我就不接单，但是如果接了单，
也是要好好完成的。”

跳广场舞、练瑜伽曾一度成为支
撑队员杨川林走过黑暗的精神支柱。

“2012年我丈夫就生病去世了，留下我
和三个孩子，我曾经十分消沉。”而杨
川林当时也不曾想到，多年以后，她
也能够成为艺术团的骨干成员，并且
为这一份兴趣爱好坚持，变成更好的

自己。“当时我大女儿看我状态不好，
就劝我说：妈妈，你去跳广场舞吧！
跳广场舞人多热闹，既锻炼了身体，
也消耗了精力，回家也没有心思想别
的了。”杨川林说，在大女儿没有出嫁
之前，白林村的广场舞领舞还是她，跟
在大女儿后面，她逐渐走出了阴霾，还
开启了一份特别有意义的事业。“我在
村部旁边开小卖部，平时店里就我一个
人，排练、参加演出就需要关门谢客，但
是我还是觉得很有意义。”

在墨香艺术团四名核心队员中，杨
萍是最自由的一个，也为艺术团付出了
很多心血。“我丈夫是一名医生，在村卫
生室工作，我平时只在里面帮帮忙，这
边有事我就过来。”

一起参加排练、活动，组织队员出
游，在汤素娟看来，他们不仅仅是跳舞
那么简单。“2018年我们自己办了一场
农民春晚，当时我们自筹资金，协调节
目，白林村也十分支持，为我们提供场

地、提供一些安保措施。第一次农民春
晚的成功，让我们胆子大了许多，2019
年，我们又搞了一些乡村春晚，这一次
由五横乡政府主办，我们承办，资金不
需要我们发愁，一心排练节目也十分成
功。”汤素娟说：“以前农村跳广场舞的
都很少，邀请村民一起跳广场舞锻炼身
体，他们会说下地干活更锻炼身体，现
在土地流转了，很多家庭都不再种地，
家庭的经济来源更加多元化，村民们运
动少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我们的队
伍中来，甚至还有一部分村民想通过练
瑜伽达到塑形健身的效果，如今麻将桌
前的人撤下来了，闲扯家长里短的人走
出来了，欢愉的舞蹈不仅舞出了我们的
精气神，也舞出了农村文化的新风尚。”
全媒体记者 付玉 通讯员 邓新生

汤素娟：山乡是舞台 人人唱主角

她们是出租车司机、厨娘、小卖部老板……她们因为热爱舞蹈而紧密团结在一起。免费教瑜伽、广场

舞，组织队员参加各类活动，在宜秀区五横乡白林村，汤素娟和小伙伴们组建的墨香艺术团在当地小有名

气，在她们看来，山乡处处是舞台，人人唱主角。

10 月 12 日，大观区王家塘社区居
民开展趣味套圈活动。大观区各个社
区，以不同形式、不同主题围绕“邻
里乐”“邻里颂”“邻里情”，开展各具
特色的邻里交流活动，居民欢聚一
堂，其乐融融。

全媒体记者 黄有安
通讯员 潘桂凤 摄

邻里欢乐多

在一家农业公司，老干部们饶有兴致地参观生产线、农产品展览厅，
对原材料、生产工艺、销售网络等进行详细了解。10月14日上午，宿松县
九姑乡组织老干部来到杜溪村县级中心村建设点、国泰公路矿业有限公
司、泰圣隆实业有限公司、学光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等地，感受九姑乡一年
来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欢度重阳佳节。 通讯员 刘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