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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本报讯 安庆市综合施策推进农产品产
销对接。强体系促流通。加快农产品经营领
域和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今年以来，
指导4个项目获省级农产品供应链体系专项资
金967.34万元。推进冷链资源集中调配、共
享使用，强化农产品预冷储存、冷链运输、
加工配送等服务功能，一批冷链项目建设稳
步推进，在建冷链库容近6万立方米。育主体
挖潜力。推广“电商+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
农户”模式，鼓励有实力的农村电商经营主
体整合地方产品资源，加强集约化、规模
化、品牌化订单式农业生产。找市场拓销
路。全面摸排108家重点农产品合作社、生产
大户，对供货量、包装规格、“三品一标”认
证等情况进行分类汇总，建立农产品产销对
接信息库。与大型超市、批发市场加强合
作，利用网络交易平台开展网上购销对接，
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上半年，共开展产销
对接活动22场次，实现销售收入2380万元。
塑品牌带产业。建立全过程农产品品牌管理
体系，发挥电商在农副产品推销和品牌培育
方面的带动作用，着力培育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加强“三品一标”农产品认证保护和
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创建，打造“一村一品”“一
县一业”，一批特色品牌涌现。 （商务）

安庆市综合施策
推进农产品产销对接

本报讯 近日，桐城市大关镇开展“文明
经营户”评选表彰活动。

“这块牌子来之不易，代表着我们不仅信用
好还文明经营，现在就是我们的‘金字招牌’。我
一定继续保持，同时配合镇里开展好文明创建工
作。”卅铺大道步步高书店负责人王少印说。

自2021年开始，大关镇开展文明创建门前
“三包”行动，要求各商户切实履行好“包环境
卫生、包容貌秩序、包绿化管护”的责任要求。
今年7月，为打造文明示范店，发挥先进典型的
示范引领作用，大关镇文明办联合执法大队、
市场所对辖区各沿街门店进行逐一巡查，对照
文明服务、诚信经营、门前“三包”等标准对商
户进行评分，最终从镇区400余户商户中评选
出首批“文明经营户”15户，并授予荣誉标牌。

“下一步，我们将扩大评选覆盖面，引导带
动更多商户参与文明诚信经营，在全镇形成文
明营商氛围。”镇宣传委员胡启明说。

（通讯员 胡圣环）

大关镇：“文明经营户”评选
助推文明新风尚

本报讯 连日来，迎江区秦潭湖社区开展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宣传活动，引导居民积极参
保，让惠民政策落到实处。

找准宣传着力点，扩大覆盖面。社区网格
长网格员通过挨家入户，将惠及广大群众的民
生工程一一讲解到位，并对多缴多得、多缴多
补、长缴长得等方面进行精细讲解，努力提高
覆盖面。

消除政策疑盲点，提高参保率。帮居民群
众“弄清楚、算明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参保
范围、缴费标准、如何变更缴费档次、待遇领取
等相关内容，增强居民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政策的认知、理解。让他们充分了解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的新政策、新举措、新标准。努力
提高参保率。 （通讯员 方梅潭）

秦潭湖社区：养老政策进社区
服务民生心贴心

今年6月，安庆市启动实施10
项暖民心行动，老有所学成为重
要内容之一。进入老年大学学
习，成为越来越多老年群体的选
择，也是安庆市老有所学行动的
重要载体之一。当前，安庆市正
在积极破解难题，推动老年大学
提质扩容，切切实实使老年人有
所学、有所得、有所为，展示人生
价值，享受人生幸福。

“一位难求”：
老年教育持续升温

7月14日上午，记者走进位于
孝肃路老地委大院的安庆市老年
大学。校园内绿意盎然、活力十
足。我市老年教育工作起步较
早，市老年大学于1985年 10月成
立，是安徽省最早创办的3所市级
老年大学之一。

老有所学，是党和国家应对
老龄化战略的重大部署，是提高
国民素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完
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举措，既
丰富老年人文化生活，又提升了
老年人幸福感获得感。进入老年
大学学习，成为越来越多老年群
体的选择。

今年60岁的金兰芝，退休已
经10年。从小喜欢声乐、舞蹈的
她，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爱好。金
兰芝说，爱人还在上班，子女也在
外地，退休之后她在家就待不住
了。几年前，她到大观区老年大
学报名学习声乐，后又到市老年
大学学习舞蹈。

“在老年大学，有专业老师授
课，还时常组织我们参加一些活
动、比赛，技能知识增长很多，共同
学习，还认识了很多老年朋友。在
专业知识、身心健康方面，都给我
带来很大收获！”金兰芝说。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形
势进一步加剧，受师资、场地、经
费等条件限制，老年大学“一位难
求”现象渐渐显现出来。

市老年大学教务处主任汪里
分析认为，“一位难求”的主要原因
还是老年教育资源供给不足。老
年教育没有毕业制，人员只进不
出，“只读书不毕业”成为普遍现
象。就市老年大学来说，目前的招
生规模是在校舍满负荷使用的情
况下达到的，县区老年大学除个别

地方外也都存在校舍不够、设施不
全的问题，办学场所的制约导致老
年大学办学规模小，无法扩容扩班
增专业，招收学员人数有限。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师资力量不足。市老年大学现
在开设91个教学班，有老年学员
3500人次，但是没有专职教师，聘
请的37名教师以兼职教学为主。
今年36岁的王峰是市老年大学声
乐教师，从2019年秋季开始在此任
教，本学期带7个班，一周就要上7
个半天的课，最多时带过9个班。

“圆梦大学”：
盘活资源破解难题

“上老年大学成为老年人精
神养老、健康生活的有益选项，老
年人旺盛的学习需求和学习资源
供给不平衡是目前最现实的问
题。”汪里说，为缓解“一位难求”
的问题，近几年市老年大学也做
过尝试，将过去每个班一周2节课
改为1节课，以招收更多人入学，
另外还增设了周六上午的课程，
但只能缓解一点。如今，在市委、
市政府支持下，将原迎江区双莲
寺小学改为市老年大学新校区，
大幅度改变这一状况。

新校区于去年底装修改造结
束，今年主要进行设备采购、安装

等，累计投入700余万元，预计8
月份完成，9月份学员能够正式入
学。该校区计划开设30个以上班
级，新增学员1500人次。

新校区自7月4日开始报名以
来，前来咨询、报名的老年人络绎不
绝。记者在校门口展板上看到，这
个校区开设32个班，各班招生人数
不等，不断有老年人在此驻足。“到
目前已经报了600多人了，我们从7
月4日开始接待报名，到8月5日结
束。许多老人先前不知道这个新
校区，基本都是通过相互转告找来
这里的。”招生工作人员吴安莉说。

今年55岁的孙咏梅退休已经
几年，退休后在市老年大学报了
二胡等几个班，一周 3 个半天的
课。孙咏梅说，以前她还想报其
他的课程，都没有报上，她的朋友
们也存在这种情况。现在开了新
校区，她赶紧把这个消息分享给
了自己的朋友，这次她们一共8个
人都在新校区报名了，她自己报
的是形体礼仪课程。

在这个校区，共有2栋三层教
学楼，24间教室，一些地方增设了
无障碍通道，楼梯更换成了防滑
楼梯，有了更多的适老化设施。
记者了解到，目前办公、教学用具
和多媒体教学设备等正在采购、
安装和调试中，各项准备工作正
在有条不紊推进中，计划9月5日

正式开学。
该校区占地面积 12000 平方

米，建筑面积5700平方米。汪里
说，在初期新增学员 1500人次的
基础上，今后将视情况扩容扩班，
新校区的学员容量最多能够达到
4000至5000人次，将大大缓解城
区老年教育“一位难求”的问题。

“量身定制”：
老有所学学有所获

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家庭结
构小型化，夫妻相依相伴的老年人
越来越多，精神“空巢”现象越来越
明显。对很多老年人来讲，上老年
大学不仅仅是学习知识，也是融入
社会生活的重要平台。在老年大
学，老年人学到了知识，交到了朋
友，收获了快乐，找到了自我。

市老年大学老校区目前开设
了诗词、书法、声乐、英语、电脑、摄
影等17个专业，新校区增开了养生
保健、手风琴、朗诵、形体礼仪、模
特艺术、瑜伽、化妆等新课程。学
校开设的各个专业，既能反映我市
老年群体兴趣爱好的时代变化，也

“量身定制”满足了老人学习需求。

在新校区，形体礼仪、模特艺
术这两个新开的课程报名开始仅
两天就已报满，十分火爆。来自
大观区老年大学的教师李蓉，从
今年秋季开始教授这两个课程。

“现在很多中老年姐妹不愁
吃、不愁穿，当经济不构成生活压
力的时候，她们开始想要活出阳
光、活出自我，从内到外让自己绽
放，提升生活价值。因此，她们非
常愿意走进这两个课程，改变自
己，身体好、心情好，家庭也能变
得更加美好。”李蓉说。

扩容扩班增专业，市老年大
学将在之前37名任教老师的基础
上再增加8名，满足教学需求。在
老年大学，教师的课时费并不高，
都是带着甘于奉献的精神来任
教。老年教育事业在发展，对任
教老师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王峰说，一种观点认为老年
人学习就是打发时间，给老年人
上课就是带他们玩，他个人认为
老年教育反而要比别的年龄段教
育要求更高。本身一些老年人的
社会阅历就很丰富，如果专业不
够硬就很难服众，而且很多老年
人确实想学一些东西，使得老年
教育近年来不断向更加规范、科
学方向发展。

“对老年群体的教学需要给
予绝对的耐心，有些知识点可能
要说很多遍。不同的课程也有不
同的教学特点，拿声乐课程来说，
这些老年人他们是乐于和我们年
轻人交流的，课上他们的展现欲
望较强，就需要更多的互动，给他
们展现自己的机会。”王峰说。

汪里说，市老年大学今后还
将进一步拓展老年教育资源，除
依托新校区稳步扩大办学规模、
根据需求科学设置课程外，还将
开展线上教学，建立线上线下学
习与直播教学一体化的老年远程
教育模式。此外，还将加强与市
属4所高校合作，探索通过联办、
设立分校等形式，发挥高校在教
学场地、师资力量等方面的优势，
扩大老年大学资源供给，提高办
学规范化水平。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学知识 交朋友 快乐自己

老有所学添彩“夕阳红”

本报讯 仲夏时节，宿松县九
姑乡新安村水稻种植基地种植的再
生稻在一片深绿中抽穗扬花。站在
稻田边，放眼望去，一串串稻穗随风
摆动，空气中弥漫着稻花香。

连日来，新大种养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叶海艳趁着晴好天气，每天
组织十几名工人，携带六七台背负
式割草机，清除稻田周围的杂草，

促进田间空气对流，使稻田保持通
风状态，防治水稻纹枯病和虫害。

叶海艳是九姑乡水稻种植大户
之一，今年，他在县农业农村局和乡
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将水稻种
植面积扩大到1007亩，其中再生稻
种植面积占687亩。

时下，第一季再生稻，正处于
抽穗扬花期。叶海艳介绍，由于

天气持续干旱，田间用水紧张，
从7月 10日以来，他几乎每天都要
组织工人从池塘、沟渠抽水抗旱，
使稻田始终保持一定的湿度；同时
每天还要组织工人清除田间杂草，
防止水稻发生纹枯病。目前，第
一季再生稻长势良好，到8月中旬
就可以收割了，预计亩产量能够
达到 1300 斤，两季下来亩产量可

超过1600斤。
这家专业合作社自2014年成立

以来，始终保持优质、高效、生态、绿
色的发展理念，采取生态循环种养
一体化模式，坚持用有机肥给水稻
肥田，同时，在田间安装40台吸虫
灯防治水稻病虫害，实现了“不施化
肥、不打农药”生产绿色水稻。2018
年成功为生产的优质大米注册了

“一亩初心”商标，并获得国家“绿色
食品”标志认证，产品质量得到消费
者认可，远销湖北、江西等地。去
年，合作社出产优质再生稻稻谷60
万斤，创产值66万元；出产优质大
米86000斤，创产值68万元。今年，
新增再生稻种植面积317亩，又是一
年丰收在望。

（通讯员 孙春旺 夏英）

新安村：千亩稻穗香 田间管理忙

迎江区老年大学舞蹈班老师教授大秧歌舞。 （迎江区老年大学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