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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宽阔平坦，庭院干净整洁，河边亭台映水，古木参天。广场上，妇女们跳着舞，孩子们嬉戏打闹，老

人们拉着家常……11月5日，走进望江县长岭镇板桥村，一幅美丽宜居、幸福生活的画卷正徐徐展开。

“以前这里到处是泥巴路，牛棚猪
圈随处可见，如今都变成了干净整洁
的 水 泥 路 ， 每 天 还 有 专 人 负 责 清
扫。”村民郭华乐呵呵地说：“近期，
村道两旁还种上了桂花、红叶石楠等
植被，乡村环境更美了，我也准备买
点花种撒在房前屋后，为美化居住环
境出份力。”

今年 8 月以来，板桥村以实施乡
村振兴为契机，以村庄清洁、污水治
理、村容村貌提升为重点，打基础、
补短板、强功能、利长远，全力推进
人居环境大整治，村庄面貌焕然一
新，“短短2个月时间，该村在全镇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考核中从倒数跃升到
前三，完成了从后进村到全镇先进村
的逆袭。”对于该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长岭镇人居环境办公室主任林志
虎这样评价。

要改变先从思想开始。“之前村
里很多村民环境保护意识不足，垃圾
往往就倒在家门口的山坡上、沟渠
里 ， 时 间 一 长 ， 人 居 环 境 恶 化 明
显。”板桥村党总支书记郭明华认

为，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必须先
从提升村民意识做起。

为此，近段时间，板桥村加大宣传
力度，积极营造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氛
围，通过召开村民小组会、动员会等，
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主
战场，同时，开展创建卫生环境评比活
动，不断提高群众知晓率和参与度，引
导群众开展好房前屋后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努力形成“赶比超”的竞争氛围。

“我们几乎每天都有宣传动员会，村民
们白天没时间，会议就设在晚上进
行。”郭明华说。

对于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今年66
岁的板桥村金屋组组长金改元深有体
会。一开始，他对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积
极性不高，认为农村人要下地干活，平
时只要方便就行，环境卫生并不重要。
后来，他在宣传发动以及到其它完成整
治的村民组“参观”后，大为触动，他
联合组里的几名党员，主动要求进行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

“看着泥泞的道路变通畅，苍蝇蚊
虫乱飞的房前屋后变成花丛庭院，真心

觉得生活‘品质’有了很大提升，幸福
感也增强了。逢年过节，孩子们从外地
回来也愿意多待几天。”金改元说。

随后金改元领着记者一行来到板桥
村金屋组，几台挖掘机正在瓦砾间忙碌
作业着，现场一栋栋破旧危房和旱厕正
等待拆除。

金改元指着一口当家塘说，这口塘
原来水体发臭，垃圾漂浮，经过整治，
如今水体清澈，村民们还在塘里养起了
鱼；还有这宽5米，长300米的村道也
是新修建的，一改往年坑洼不平难以行
走的泥巴路；另外，家家户户都建了栅
栏，实现了鸡鸭圈养，以免鸡屎鸭粪污
染人居环境……

水塘整治、道路修建、家禽圈养
……这些都离不开“小微工程”的实
施。林志虎介绍，农村“小微工程”
指金额在30万元以下的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比如村内修路、挖沟、改水、
建广场等。虽然工程项目小，却属于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配套工程，给广
大农民群众带来了很多实惠。目前，
该镇按镇里每人10元，村配套每人10

元的标准，专项用于村级人居环境整
治小微工程。

除了环境美了，在乡风文明方面，
板桥村还充分利用宣传橱窗、乡村振兴
大讲堂、文化墙等宣传阵地，广泛宣传
移风易俗的重要意义，积极开展“星级
文明户”、“好婆婆”、“好媳妇”、“卫生
清洁户”等评选活动，通过示范引领带
动，树立和谐新风气，弘扬社会正能
量，让新时代文明实践成为一种新时
尚，为美丽乡村增添靓丽“底色”。

板桥村的华丽蝶变只是长岭镇人居
环境整治的一个缩影。从 8 月至今，
全镇共出动人工 14001 次，机械操作
12600 小时，清理主干道旁边杂树杂
草182公里，清理河塘堰496口，清理
沟渠 304 口，清理各类垃圾 7800 余
吨。拆除农村危房、废弃猪栏厕所等
无功能建筑 587 户 795 处。另外，每
个村成立一个30人的工作专班，分别
负责不同区域的环境整治工作……长
岭镇一幅幅美丽乡村嬗变的画卷正在
徐徐展开。
全媒体记者 唐飞 通讯员 刘宏婷

“小微工程”打造村民生活幸福圈

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但在怀宁县
石镜乡横塘村胜林组，有这样三个女
婿，他们用真情和爱心默默照顾双双患
病的岳父母，谱写出一曲感人至深的孝
道之歌。

一早，49岁的夏荣林已经起床煮
好饭，然后将岳父杨文华穿好衣服，从
床上抱到轮椅上，小心翼翼地推到卫生
间洗漱。又轻柔地将岳母王小林叫醒。
服侍妥当，夏荣林赶到菜地里种植白
菜。回家后，他简单吃点早饭，收拾好
碗筷、厨房卫生后，再把岳父母床上的
被子抱到室外晾衣竿上晒晒……作为二
女婿的夏荣林，从今年正月十六以来，
一直默默守护在常年生病的岳父母身
边，像亲生儿子一般给予他们无微不至
的关怀和照顾。这也是二老三个好女婿
照顾岳父母真实写照。

今年74岁的杨文华和75岁王小林
生育三个女儿，她们成家立业后，各自
过着幸福的生活。杨文华在39岁时因
做工发生事故造成双腿残疾，只能常年
在床上躺着或坐轮椅，生活一直由妻子
照顾。但天有不测风云，2014年王小林
查出患有骨髓瘤，通过手术治疗后，不
能干重活，只能简单做点家务，无法再
照顾老伴，此外二老还需要长年吃药。

三个女儿准备提出轮流照顾父母，
但各自家庭的琐事无法全天候照顾，对
于照顾父母实在分身乏术。怎么办？三
个女婿坐在一起商量：从每年正月十六
开始，由他们自己每人照顾一年。从这
以后，三个女婿放弃生意或打工，成为
了岳父母的专职贴身“保姆”。

第一年照顾岳父母的是大女婿刘会
兵，他把岳父母接到附近的江镇镇盘石

村家里照顾。从那天起，刘会兵就拿岳
父母当成亲生父母一样，无微不至的
照顾着，做饭洗衣、端屎端尿、洗澡
洗脚……这些日复一日的繁复杂活
儿，刘会兵都做得很到位，从来没抱
怨，更没跟老人发过脾气。为了方便
照顾老人，一年来刘会兵从不敢出远
门，他每天五点半便起床，打理家
务，伺候岳父岳母，每天的饭菜换着
花样做。每当天气好的时候，刘会兵便
推着岳父到村庄转转。

第二年，轮到小女婿查正苗照顾岳
父母。为了尽心照顾，查正苗干脆住在
岳父母家里，做饭、烧水、洗澡、穿
衣、搞卫生、倒水服药……在生活上，
查正苗精心照顾，尽量准备岳父母喜欢
的饭菜。在精神上，时时关心，给予心
灵安慰，让岳父母过着无忧无虑、舒心

快乐的日子。无微不至地照顾二老，也
赢得了乡亲们的赞誉。

今年正月十六，二女婿夏荣林接过
“接力棒”，同样住在岳父母家中照顾二
老。“他们都是好人啊，天天一样伺候
我们从来没嫌弃。”说到三个女婿，杨
文华连连夸奖。

“人都会老，也为孩子做榜样。只
要岳父母在，我们一直会照顾下去。”
如今，杨文华和王小林二老在三个女婿
精心照顾下，身体也慢慢好起来。在父
亲的影响下，他们的孩子，每次回外公
外婆家都会第一时间陪伴聊天，给老人
剪指甲，帮忙做家务活。三个女婿用爱
心、孝心、责任心，传递了尊老、爱
老、敬老、助老的正能量，发扬了中华
民族传统家庭美德。

通讯员 檀志扬 刘铮

仨女婿接力当好孝顺“儿”

《安庆市养犬管理条例》
快来了

为了规范养犬行为，保障公民健康
和人身安全，维护市容环境卫生和社会
公共秩序，我市养犬管理条例即将出
台。10月20日，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安庆市养犬
管理条例》，待报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
后施行。在制定《安庆市养犬管理条
例》时，我市有关部门组成调研组，深入
南京、苏州、马鞍山、黄山等已有养犬立
法经验的城市，学习其管理模式，了解
相关制度建设、所取得的成效、存在的
问题及改进方向。

网友微评
习惯了不习惯的习惯：还是那句老

话，狗惹祸了，从来都不是狗的问题，而
是人的问题。狗咬人、扰民、随地大小
便，不都是因为养犬人没看管好么？什
么？流浪狗？流浪狗不也是被人抛弃
的么！但是，每次出了问题，都是狗背
锅，搞不好还要被人道消灭。所以，我
们出台的这个条例叫“养犬管理条例”，
而不是“犬类条例”，很明显是针对养犬
人制定的法规。毕竟，狗它也看不懂汉
字，也不懂法……人就不一样了。

八名安庆医生为增进中
非友谊贡献“安庆力量”

中国红十字会第四批援布基纳法
索医疗队今年3月远赴非洲开展为期一
年的援外医疗工作，这是一支由10名医
生组成的“国字号”医疗队，其中有8人

来自安庆。这是我市继1970年首派医
生参加援外工作以来，第十七次勇挑重
担，展示“安庆医生”的大爱之举。

网友微评
Temperature89：布基纳法索？不

百度一下，我都不知道这个国家在
哪，有多不发达。那大沙漠，那治安
条件，那有一阵没一阵的水电交通
……习惯了祖国安逸条件的咱们援外
医疗队的同志们，出这趟差着实是辛
苦了。他们辛苦，既是为了非洲人
民，也是为了自己的祖国。他们既是
医生，也是外交使者，肩负着提升我
国国际形象、扩大影响力的重任，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传承着

“大爱无疆”的人文情怀。

本报讯 近年来，桐城市
南口村以发展观光农业、体验
农业、创意农业等新业态作为
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主线，推动
农业与旅游休闲，教育文化与
健康养生等深度融合，农旅产
业初具规模。

南口，曾以“传统农业大
村”著称，面对既无自然资源
优势，又无区位优势的现实情
况，村党总支书记胡建奇适时
提出建设“生态南口”的目
标，真诚招商，迎来安徽四季
鑫农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落户，
发展红豆杉种植产业，今年，
该公司在南口流转土地1800余
亩，村集体利用土地入股企
业，预计每年可为村集体带来
10万元的经济收益，可带动周
边120余人就业和增收。此外南
口村还建设600平方米的连栋温
控大棚，用于名贵花卉的培
育、展示及旅游接待，着力打
造“研、学、旅”为一体的现
代特色农业。

如今，红豆杉基地已然建
成，生态南口的目标基本实现。

同时，南口村根据南山桥
的历史文化与生态优势打造出

“南山三生园”。三生园即生产、
生活和生态为一体的现代化农
业示范基地，通过稻虾共养、稻
虾轮作等现代农业作业方式开
展农业种、养殖。园区成为全国
高效清洁农业生产十三大示范
基地之一。2021年，基地总产出
效益 326.1 万元，纯收入 74.7 万
元，其中生态种养增收3.3万元，
化肥农药节约成本13.8万元，节
本增效成效显著。

南口村成功打造了初具规
模的红豆杉基地与“三生园”，
建成现代农业样板，带动了生
态桐城的建设与乡村旅游，也
促进了村集体经济的迅猛发
展，2021年村集体收入超过50
万元。南口村迎来了从“传统
农耕”到“现代生态农业”的
华丽转身。

（通讯员 吴春富 朱璇）

桐城：从“传统农耕”到
“现代生态农业”的华丽转身

本报讯 近期，宿松县司法
局结合工作实际，以强化风险梳
理、重点管控、建章立制为抓手，
聚焦深挖彻查、深化协同、深入
持久打响平安建设百日攻坚战。

强化风险梳理，深挖彻查抓
攻坚。该局立足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大排查、大整治、大防控”专
项行动的工作基础，对安置帮教
对象和社区矫正对象开展了全
面清查，确保重点对象“管得住、
管得牢、管得好”；针对“人户分
离”安置帮教对象落实“双列管”
政策，当地司法所积极主动向现
居住地司法所发送委托帮教函，
强化对外出帮教对象的摸排、走
访、联系。“外部协作”，充分发动
派出所民警、村干、重点对象亲
属等人员作用，协调派出所帮助
查找人员下落，动员村干部协助
走访安置帮教对象、关注重点对
象动态，引导重点对象亲属帮助
了解其思想动态以及人员下落。
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当场提出整

改意见；同时，联合县检察院深
入各司法所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检查，加强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日
常监督管理与教育帮扶。专项行
动开展以来，该局专项督查已覆
盖全部基层司法所。

强化建章立制，深入持久抓
攻坚。该局以开展百日攻坚专项
行动为契机，进一步推动司法行
政工作向纵深发展。通过积极协
调，强化了县级统筹作用，加深
了成员单位之间的沟通联系，安
置帮教工作运转更加顺畅。此
外，该局与公安部门建立了信息
通报协查机制，司法所定期与派
出所比对安置帮教对象名单，协
调派出所协助核查失联人员准
确信息；在人员日常管理服务方
面确立了安置帮教定期走访制
度和社区矫正“日报告、周点验、
月核查”的巡查制度，对服务管
理对象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早
发现、早防范、早控制”。

（通讯员 贺燕）

宿松：
“深”度打响平安建设百日攻坚战

本报讯 为全面提升森林
防灭火实战能力，切实保障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望江
县鸦滩镇组织各村扑火队开展
森林防灭火业务培训。县森林
防灭火指挥部、应急局、林业
局、森林公安、各乡镇扑火队
队长、望江志愿者蓝天救援协
会参加培训。

本次业务培训采取理论培
训和实战演练相结合。县林业
局、森林公安局相关负责人就
森林火灾类别、火灾预防、灭
火基本流程、安全扑救措施等
方面进行了深入讲解。

业务知识培训会后，在鸦
滩镇香茗山进行了森林防火扑
救火实战演练。演练前，专业
人士就风力灭火机、打火把、
复式手动水枪等扑火装备的功
能及操作方法进行了讲解演
示，确保参加人员熟练掌握正
确的灭火方法。

“演练也是实战。通过此次
演练，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森林
防火理论知识，同时也提高了
我们的森林火灾预防和综合扑
救能力。”鸦滩镇扑火队队员肖
本超说道。

（通讯员 周静 周文正）

望江：
提升扑救能力筑牢安全防线

11月9日，在大观区一校园里，消防
员正指导学校师生进行应急疏散演练。

当天上午，大观区碟子塘社区联合
辖区学校开展消防安全疏散演练，通过
专业消防员现场指导演练火场逃生，使
全校师生进一步了解消防安全常识及
校园内外安全注意事项，熟悉发生事故
时学校应急疏散程序和线路，提高消防
安全意识与应急避险能力。

全媒体记者 黄有安
通讯员 项顺平 摄

疏散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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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连日来，针对房
地产市场中存在的痛点难点问
题以及存在廉政风险点，驻市
住建局纪检监察组督促市房地
产市场管理处在深入开展调研
的基础上，与服务对象进行深
入交流面对面座谈，进行双向
承诺，共同营造“亲清”分明
的政商环境。

政企双方围绕“疫情后房地
产市场调控相关政策、当前我市
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情况、下一步

管理服务工作的重点”三个方
面，对我市房地产市场现状进行
了多层次分析，特别对群众关
心、投诉点多的房屋销售行为、
样板房制作、房屋交付、销售价
格等方面的规定制度标准，尤其
对市房地产市场管理处廉政建
设情况、可能存在的廉政风险隐
患，以及如何实现双方恪守规
定、清廉服务、高效服务的目标
进行了面对面的碰撞交流。

（通讯员 程帮文）

营造“亲清”分明的政商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