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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至 5月份，我们已经收储
了2千多吨秸秆，提取了1千多吨植物
纤维，用于生产纸箱填充物。”5月27
日，位于望江县太慈镇的优纤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副总经理戴
乐天一边忙着察看刚生产出来的植物
纤维，一边告诉记者。

望江县依靠科技支撑，以秸秆资源
化、产业化利用为主线，趟出一条变废
为宝的秸秆产业化利用新路子。

太慈镇将秸秆综合利用工作作为发
展循环农业、生态农业、建设美丽乡村
和防治大气污染的重点工作来抓，通过
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将原来不起眼的小
麦秸秆变废为宝。

望江县盛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
和优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同时落户、
同时建设、同时投产的有机肥生产公
司，利用优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秸
秆废料和畜禽粪便混合生产果蔬茶所
需要的优质有机肥。该公司负责人章
太月介绍说，利用植物纤维提取后的
废料进行有机肥加工，不仅能耗小、
无污染，而且有机肥的品质更好，又
很好的解决了困扰养殖户的畜禽污染
问题。通过延长秸秆利用的产业链，
他们公司年产值预计有机肥一项就能
达到 800 多万元，下一步计划再建设
一套有机无机渗混肥系统，争取年产
值突破2000万元。

每年5月的午收，同样是望江县鸦
滩镇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秸秆禁烧
成为大家伙儿的“头疼之事”。鸦滩镇
党委委员周梦颖告诉记者，今年的秸
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比往年要轻松
许多，随着村民的观念逐渐转变，全
镇每个村都建立了秸秆收储点。“在今
年的午收中，截至 5 月底，我镇出动
222台农机用具开展作业，粉碎秸秆累
计还田 2 万余亩；全镇设置临时收储
点 60 个 ， 累 计 打 捆 回 收 秸 秆 1200
吨。”为拓宽秸秆利用渠道，鸦滩镇与
镇内的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积极对接，
加强秸秆回收利用，公司通过粉碎、
发酵、过筛、加工等技术，分别制作

成肥料、燃料、板材及其他相关产
品。秸秆回收企业负责人陈学武表
示，回收的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能
达 90%以上，真正实现了秸秆科学、
循环、高效利用。

据了解，望江县共有各类农作物种
植面积160余万亩，2021年农作物秸秆
总量57.62万吨、秸秆可收集量约47.15
万吨、实际利用秸秆43.76万吨，秸秆
综合利用率达到92.8%。2022年，望江
县继续通过积极打造秸秆综合利用产业
链，不仅提高了秸秆的综合利用率，同
时也杜绝了秸秆焚烧，减少大气污染，
保护了生态环境。
通讯员 徐罕 田荣 全媒体记者 付玉

望江：秸秆回收忙“变身”用途多

本报讯 5月28日，阳光洒
在蔬菜种植基地上，一畦畦辣椒
田沿着起伏的田野整齐排列，一
棵棵嫩绿的蔬菜苗随风摇曳。

“这几天温度合适，要及时
疏松地膜上板结的沙土，尽快放
苗。”宿松县华亭镇农技站负责
人余卫东行走在破凉社区地头，
不时停下来检查出苗情况。

余卫东深知精耕细作直接
关系到蔬菜产业收入。自4月初
农户播种以来，他整天奔波在田
间地头，手把手指导村民播种、
覆膜、浇水、施肥。

在种植户吴先进的蔬菜大
棚内，工人们正在给麒麟西瓜的
余藤进行修剪，为一周后西瓜的
上市做好准备工作。

“瞄着市场干，才能挣到钱。
我们这儿离学校和菜场很近，小
区多，生意肯定好。”2019年，吴先

进和家人商量，拿出一部分土地
发展大棚蔬菜种植。在村级和农
技部门帮助指导下，他的蔬菜大
棚很快在当地站稳，并成功步入

“收获季”。“目前固定种类有黄
瓜、甜瓜、西红柿、辣椒和西瓜，年
销售额基本在40万元左右，去除
20万元成本，能收入20万元。”

“现在人们对蔬菜需求旺
盛，我认为蔬菜种植前景很好。
我将结合自身情况，动员身边邻
里，扩大种植规模，向产业化要
效益，为乡村振兴贡献微薄力
量。”吴先进信心满满地说。

这些年，破凉社区蔬菜大棚
从最初的几个发展到目前70多
个，常见果蔬品种更是应有尽
有。大棚蔬菜已成为当地主导产
业之一，托起了村民稳稳的幸福。

（通讯员 司舜 朱咸永
全媒体记者 付玉）

宿松：
种好“菜园子”拎稳“菜篮子”

本报讯 “我对这个平台
的作用感到很满意，村民组垃
圾和堆放的杂物都迅速得到了
处理，老百姓反映问题的渠道
更加方便和快捷了！”5 月 26
日，桐城市新渡镇凤凰村程海
龙在该镇纪委电话回访时说到。

因城镇道路建设及村庄规
划，该镇凤凰村汪村组老村落
地势东高西低，西边两处便道
积水严重，再加上部分农户门
前屋后长年堆放杂物，垃圾废
料较多，导致群众出行困难。
接到群众在小微权力“监督一
点通”服务平台投诉件后，该
镇纪委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核实
情况，并对该投诉件受理转

办。在受理后的第二天，凤凰
村就先后安排清洁工人、铲车
及运输车对该区域垃圾全面清
理，对农户门前屋后陈年堆放的
杂物进行清运，村民组环境面貌
焕然一新。下一步将在该两处
便道各埋4米涵管进行排水，再
用渣土对路面覆盖平整，方便村
民出行，同时强化落实每户门前

“三包”政策，按镇政府全面规划
逐步实施美丽乡村建设。

该镇小微权力“监督一点
通”服务平台自开通以来，共
接到群众投诉28件，已办结28
件，办结率100%。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
讯员 秦高翔）

桐城：“码上”投诉马上办
解决群众“急愁盼”

“小时候，家境贫寒，父母双亲早早
离世，我们兄弟姐妹6人相依为命，尤其
是我哥忠厚老实，勤勤恳恳，吃了不少苦
头，现如今人走了，也想为他好好操办一
下，以表我们的追思之感”。宿松县程岭
乡杨辛村民石胜华哽咽着说。“但我是一
名共产党员，也是一名退役军人，我始终
秉持的是‘听党话 跟党走’。当下，疫
情防控形势严峻，党委政府号召我们‘移
风易俗 丧事简办’，为的是革除陋习，
减轻负担。对于我哥的后事，在乡村干
部屡次上门宣传后，我们全家连夜召开
了家庭会议，经过三个多小时地激烈讨
论，最后一致同意将丧事简办，做‘归后

薄葬’的先锋人”。
程岭乡杨辛村村民石金银，5月 16

日因病离世，现年68岁。老人生前勤劳
善良，深得晚辈爱戴。在老人住院期间，
其子石先亚衣不解体地侍奉床前三月有
余，唯恐照料不周。老人走后，原想着
让父亲遗体在家中多留些时日，为父亲
多做些法事，总觉得只有这样才算尽
心、才能安心！但在叔父和家人的劝导
下，这位孝顺温良的孝子也欣然接受了
大家的安排。

说起老石这一家，最值得一提的要
数“一门三党员”的故事了。“前些年‘殡
葬改革’政策落地之初，我一个亲戚家正

好在关键时间节点上出的事，后来是我
出面去做的工作。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我总想着党组织指引要做的事，我们就
应该积极配合，把事情做好！”。逝者叔
父石桂南字斟句酌地说。石桂南是一名
退休村医，一名老党员，今年81岁。他
一生豁达超然，颇具大局意识，在家族成
员中的威信极高。“自‘移风易俗 丧事
简办’政策推行以来，我先后从新闻媒体
和微信平台上看到过很多身边事例，特
别是参加全县推进大会后，我更加深刻
地意识到推进该项工作的重要性，所以
在金银哥的后事处理上，我也发表了一
些观点。”逝者堂弟石激光如是说。石激

光现就职于宿松县自来水公司，是村里
的乡贤代表，他是位热心村级事务的大
忙人，也是群众眼里的“大名人”，平时在
调解邻里矛盾方面有着独特的方法。这
次族内亲人离世，他自然成了料理后事
的主成员之一。

作为后辈，在石金银老人生命垂危之
际，老石家的党员家人们做到的是：在老
人生前用心治疗、用爱陪伴，让老人安然
而去。老人过世，简单操办，不给后人添
负担。在一门三党员的影响和带领下，杨
辛及周边村庄尊老敬老的多了，移风易俗
正成为一种新的风尚在全乡蔓延。
通讯员 石玉琴 全媒体记者 付玉

程岭乡：一门三党员移风易俗谱新篇

本报讯 5月 30日，怀宁县
石镜乡大塘村村民们在一起开
展巧手做香囊活动，营造出浓
厚的端午节庆活动氛围，展现
了村民们精湛的传统手工技
艺，同时丰富了居民的文化生
活，享受手作带来的乐趣，更增
进了干群感情、和谐了邻里关
系，引导村风民风持续向好。

怀宁县民间对端午节非常
重视，佩戴香包是大家过端午节
的传统习俗之一。每到端午节

前夕，村民们将准备好的碎布料
依照喜欢的造型进行裁剪，随后
在布料内填充艾草、香药等材料
卷起缝制成型，缝制好的香囊在
端午节当天给孩子们佩戴，或挂
在车内和房间里，寄托了人们迎
祥纳福、辟邪除灾的美好愿望。
为此，大塘村还成立了艾叶香囊
加工厂，通过线上线下销售，香
囊产业成为当地助推妇女致富
增收的“巧手致富产业”。

（通讯员 檀志扬 刘铮）

怀宁：
小香囊鼓起致富钱包

一块木板加4个轮子，利用地形特
点，腾空旋转、变向急转，炫酷而刺激
……对于2021年奥运会新增的滑板项
目，很多人还比较陌生，但在潜山市
源潭镇，滑板运动几乎家喻户晓。这
里有一家年产值2.5亿元的滑板生产企
业，有专业的滑板运动公园，还连续
两年举办了滑板公开赛，并成功创建

“安徽省滑板运动特色小镇”。在源潭
的街头、广场、公园，随处都能看到
脚踩滑板的青少年。

5月22日，周日，走进源潭镇永大
体育公园的滑板场，映入眼帘的是台
阶、斜坡、栏杆、涂鸦等元素模拟而成
的街道，旁边还有一个巨型的“大碗”
仰天张开。同行的人介绍，这儿分别是
占地2030平米的街式滑板场地和占地
3700多平米的碗池场地，两个场地均
达到奥运比赛场地要求，在国内国际均
属领先水平。

上板、滑行、飞驰、跳跃……“唰”
“啪”声此起彼伏，街式滑板场里，十多位
青少年正在玩滑板。有些刚接触滑板的
低龄儿童，还不会上板，索性坐在滑板
上玩；大多数少年已经玩得很熟练，能

双脚站在滑板上自由滑行，上坡、下
坡、跳跃，动作稳健而流畅。

“现在我已经能完成滑板进阶动作
—豚跳。”15岁的曹健展示起了他新学
的技巧动作，后脚踩在板尾上，前脚放
在滑板的中前部，只见他后脚用力一
踩，就带着滑板一起跳了起来。

曹健是源潭中心学校乡村少年宫
滑板训练营的学员，去年 4 月参加了
为期 6 周的滑板训练。在专业教练的
指导下，他学会了滑板的滑行、荡
板、刹车等，经过勤奋练习，他还熟
练掌握了坡道的流畅滑行、从正向到
倒向的滑行、各式转弯、滑过小型障
碍物等基础动作技能。他还和同学们
一起通过自己组装滑板更深入地了解
了滑板的构造、历史。“滑板运动很刺
激，我非常喜欢，它带给我很多快
乐，还增强了我敢于直面困难挫折、
勇于接受挑战的信心。”

记者了解到，少年们脚下的滑板及
参加的训练营均来自于永大公园对面的
安庆永大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这是一家
生产冲浪板和滑板的企业，总部在浙江
省宁波市，2003年落户源潭镇。

“以前我们主要为总部生产木质冲
浪浅滩板半成品，通过几年的发展，在
2010年投资3000万元新建了滑板生产
线，现在已集专业运动滑板、冲浪板的
研发、设计、生产、加工和销售于一
体。”该企业副总经理杨亚铭介绍，公
司产品以出口为主，2021年滑板产量
182万套，系列冲浪板65万张，产值2.5
亿元，进出口创汇2050万美元，税收
900万元。

滑板运动诞生于上世纪 50 年代
末，在90年代传入中国，属于比较小
众的项目。永大体育在生产滑板的同
时，还注重滑板运动的推介。借助天柱
山“九曲十八弯”的盘山公路打造长板
速降赛道，自2017年以来连续承办了
四届国际长板轮滑速降赛；在永大体育
公 园 建 设 的 滑 板 运 动 场 地 ， 2019
年-2020年连续举办了两届中国安徽滑
板公开赛。赛事期间，现场观众达万人
次以上，网络直播点击率超过 1000
万。赛事的举办为潜山市“体育＋旅
游”特色发展和全民健身事业起到了重
要促进作用。

在举办高端赛事的同时，该公司

还尝试滑板进校园，以源潭镇区学校
为切入点，开展定向滑板培训班，免
费提供滑板器材和教学，从孩子抓
起，以带动更多人热爱滑板运动。而
且，源潭人购买滑板，该公司还给予
优惠，100元就能买到一张，远远低于
成本价。在当地，每年有数百人来购
买滑板。

“滑板正式成为奥运项目后，开始
从‘小众’走向‘大众’，这两年我们
国内市场的销售量也在逐年增加，预计
今年能占30%以上。”杨亚铭说，公司
将抓住滑板、冲浪板进入奥运会比赛项
目的机遇，抢占国内市场，走内外双循
环道路，并通过“体育+文化+旅游”延
伸产业链。

源潭镇也在进一步建设滑板场地和
配套基础设施，目前正在建设全民健身
中心和体育广场，把中国刷都、刷业小
镇和滑板小镇有机结合，打造全域旅游
的亮点，吸引更多的游客到潜山旅游、
健身、运动，促进省级滑板小镇向国家
级滑板特色小镇发展。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员 汪婷 张惠民

做滑板 办比赛 建公园

源潭：滑板小镇的“速度与激情”

5月26日，怀宁县江镇镇组织镇村干
部和民兵，在同丰圩举行防汛应急演练。

江镇镇切实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
大险、战大灾的思想准备，着力提高防汛
抢险的反应能力，确保汛期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 通讯员 檀志扬 方川 摄

防汛演练

保安全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对文
物的保护和管理，落实文物保护
措施，5月24日上午，望江县博物
馆工作人员为黄家堰遗址保护区
安装文物保护界桩，保护区范围
共安装10根文物保护界桩。

黄家堰遗址位于长岭镇黄家
堰村境内，1998年5月由安徽省
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遗址面积约6万平方米，
保护范围246798.25平方米，建设
控制地带371744.02平方米。

文物保护界桩的安装，让群
众更直观的了解到所保护的文
物对象和保护范围，增强了群众
参与文物保护的意识，使黄家堰
遗址的安全防护水平得到进一
步提升。 （通讯员 金新城）

望江：黄家堰遗址
安装文物保护界桩

本报讯 5月30日，安庆经
开区老峰镇新建村携同老峰镇敬
老院开展“阳光家园计划”活动。

活动中，社区志愿者及工作
人员拎着一袋袋大米和一桶桶
菜籽油走进残疾人家中，询问了
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帮助残疾人
增强生活信心。

今年，老峰镇为 118 名残疾

人开展“阳光家园计划”项目，根
据残疾人家庭所需，采取“一户
一方案”、“一人一服务”的方式
精准服务，为他们解决日常生活
问题、进行室内卫生打扫、理发、
政策咨询、居家料理、心理辅导
等一系列服务，让残疾人家庭生
活质量得到提升。

（通讯员 阮宏伟 汪斌）

经开：阳光家园在行动
真情融入显清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