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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这只有着玛瑙般大眼睛的
毛茸茸的小白兔，以其俏皮可爱的形象
迅速走红网络。这是央视春晚40年历
史上首个通过互联网大数据分析完成初
始配方原创的总台春晚吉祥物IP——在
集纳无数受众的喜爱倾向并经过系统详
实的大数据调研画像后，萌萌软软的

“兔圆圆”便诞生了。
据悉，“兔圆圆”取意“安徽模鼠

兔”，其标志性的 4 颗门齿就取自于
“安徽模鼠兔”化石生态复原形象的典
型特征。名为“安徽模鼠兔”，那么它
的化石是在安徽哪里被发现的？其实，
就在安庆潜山市，可以说，这里就是

“兔圆圆”的家乡。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在哺乳

动物中，拥有终身生长的大门齿，除
了兔子还有老鼠，所以兔和鼠一直被
认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在18世纪曾被
一起列入啮齿类动物。随着研究深
入，有科学家开始指出兔和鼠的种种区
别，转而提出兔和鼠之间没有亲缘关
系。争论引出了兔形类研究史上的一个
经典问题：在生命演化史上，兔子到底
处于哺乳动物这棵“大家族之树”的
什么位置？

上个世纪60至70年代，中科院古
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开展了大规模
的华南红层考察研究工作。1971年，研
究所研究员李传夔先生在潜山盆地发
现了两种重要化石，分别命名为“安
徽模鼠兔”和“东方晓鼠”。经过详细
的形态学研究，李传夔先生提出“安
徽模鼠兔”是兔形类的祖先类型，而

“东方晓鼠”接近啮齿类的祖先类型，
它们是同源的，起源于以潜山为代表
的亚洲地区，这一研究发现为全世界
科学家们广泛引用。多年后，“鼠兔同
源”得以确定，兔子起源之争终于划
上了句号。

1月17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潜山
市痘姆乡境内的天柱山世界地质公园南

部科考区。此处为一坡地，地表土壤呈
红色，和周围土地差异较为明显。这里
是潜山盆地杨小屋古生物化石点，时代
为中古新世，距今约6000万年，李传
夔先生就是在这里发现了“安徽模鼠
兔”化石。

天柱山地质公园管理中心工程师程
小青介绍，在现代动物学分类中，兔属
于哺乳动物纲兔形目，鼠属于啮齿目。
从“安徽模鼠兔”的化石来看，它有一
些类似于兔形类的特征，“模鼠兔”的

意思是指这类动物与鼠兔类似。鼠兔属
于兔形目鼠兔科，“鼠兔”名称的意思
是形似鼠类的兔。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模鼠兔”更接近于兔。
“‘安徽模鼠兔’跟‘兔圆圆’最

相似的地方，就是上面都有两对门齿，
其中一对门齿在里面，吉祥物形象将4
颗门齿并排展示出来，这也是所有兔类
卡通形象的首次。”程小青说。

目前，在中国古动物馆、安徽省博
物院、安徽省地质博物馆以及安庆地区
的安庆博物馆、潜山博物馆、天柱山地
质公园博物馆，均可看到“安徽模鼠
兔”化石模型及复原模型。

天柱山世界地质公园因其崩塌堆垒
地貌景观被地质学家誉为“世界上最美
的花岗岩地貌”，被称作“地球的泄密
者”，产出了丰富的哺乳类动物化石，
被公认为“亚洲哺乳动物发源地之一”

“古脊椎动物化石的宝库”。目前，潜山
盆地 42 个化石点共发现 48 属 64 种化
石，包括新生代哺乳动物化石 47 种、
鸟类2种、爬行动物14种和中生代恐龙
蛋化石。

出生于 1986 年的程小青，在天柱
山地质公园从事地质遗迹保护及科普科
研工作已有10个年头，地质工程专业
毕业的他，在天柱山地质演化奥秘的探
寻中，在与曾经生活于此的古生物的

“交流”中，早已深深爱上了这片土地。
天柱山世界地质公园拥有三大世界

级地质遗迹资源，包括花岗岩地貌景
观、超高压变质带和古生物化石资源。
1月17日上午，天柱山世界地质公园微

电影正式上线发布，这部微电影把主人
公从儿童到少年再到青年这三个成长阶
段融入到以三种地质遗迹为背景的故事
中，通过特效包装、三维动画等形式加
强微电影的科学性、趣味性、生动性，
很好地展示了天柱山世界地质公园。

天柱山地质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黄
雯介绍，微电影分3集，总时长约16分
钟。第一集讲述主人公童年时在地质公
园的梦境奇遇，以龟兔赛跑故事为原
型，展现了6000万年前在潜山盆地生
活的一些动物，其中就包括“安徽模鼠
兔”，以此凸显潜山盆地在哺乳动物演
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微电影正式上线，为广大观众讲述
来自天柱山的地球故事，讲述“安徽模
鼠兔”的前世今生。天柱山的石头会

“说话”，泄露了地球“密码”，“安徽模
鼠兔”会穿越，化作“兔圆圆”上了央
视春晚。

“央视公布春晚吉祥物‘兔圆圆’，
我们惊喜地发现，‘兔圆圆’的原型竟
是家在潜山的‘安徽模鼠兔’。原来天
柱山是‘兔圆圆’的家乡，许多主流媒
体、网红大咖闻讯而来，跟着‘兔圆
圆’，冬游天柱山，讲述‘安徽模鼠
兔’和‘兔圆圆’的故事，报道天柱山
冬季旅游产品，掀起了一波又一波话题
热潮。这段时间，天柱山周围大部分民
宿和酒店火了起来，经常一房难求，让
大疫刚过的寒冬多了一份暖色，实现了
冷天不冷、淡季不淡。”潜山市委常
委、天柱山管委会副主任舒寒冰说。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潜山小兔“蹦”进央视春晚

农历春节临近，一大早，望江县凉泉
乡团山村老年教学点就站满了人，学员
们正在参与一场别开生面的书法现场教
学。受乡老年学校邀请，3名书法老师
在村民广场上教老年学员现场书写春节
对联，不一会儿，十几幅寓意吉祥、笔墨
工整的对联一挥而就，大家在浓浓墨香
中品味着传统文化习俗的魅力。“老有所
学工作启动以来，我们以村里老年群众
的兴趣爱好为依据，每个月至少要开展
1-2次像这样的现场课堂教学。”团山村
党总支书记徐劲松介绍道。

现年68岁的檀新华是团山村老年
教学点书法班的班长，“开班前，我们很
难有机会学专业的手法，今年好了，家里
里里外外的对联都能自己写自己贴了，
感觉又有了我们小时候的年味了！”话音
刚落，他便跟着任课老师一道，张罗着学
员们为村里也写上几幅对联。

不仅仅是书法班，凉泉乡老年学
校、各村老年教学点的舞蹈班、乐器
班和黄梅戏班的学员们都在紧锣密鼓
地为迎春节演出活动做着准备。“今年
的演出规模相较以往有了明显的变

化，老年群众参与的热情和组织的力
度明显更强了些，老有所学真正推动
了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凉泉乡文化
站站长胡晓毛说道。

晌午时分，在凉泉乡特色农产品加
工基地，云庄家庭农场的工人们终于能
停下来歇一歇，厂里新上的4条生产线已
正式投入运营，每天都要加工出上十床
艾绒被、上百盒艾草中药包等特色产品。

“现在手里的订单都排到了年后，工人们
要工作到大年三十当天才能放假了。”农
场负责人王云珍脸上透出了喜悦。

幸福怡家家庭农场负责人胡友霞也
忙碌的没有时间腾出手来置办家里的年
货，太湖至望江S211快速路通车后，去
往农场的交通便捷了许多，她每天都要
接待六到七批游客前来观光采摘。去年
12月底，胡友霞刚将农场内无花果园的
果树修剪好，草莓园里就冒出了红色的
果子，新栽种的“红颜”“红玉”等品种草
莓长势喜人，县城周边游客慕名而来，翻
过年来，胡友霞的家庭农场每天接待游
客采摘的收入就超过了500元。

午饭刚吃过，凉泉乡壬辰占村村民

张朝宝就赶到村里的鲈鱼养殖基地，投
放今天的第二批饲料。“鲈鱼肉质鲜美，
跟水质好、鱼食好是分不开的，所以每
天的投饵都要定点定量控制好。”张朝
宝做了近三十年的水产养殖工作，说起
鲈鱼养殖来头头是道。“村产业公司聘
请我负责技术这一块，这么好的养殖环
境，基本不用下冷水，一个月还能挣
5000块钱工资。”张朝宝一边说着，一边
清理着养殖池中的残饵。

据介绍，壬辰占村党总支2022年度
基层党建“书记项目”便是依托临近泊湖
的水域优势，从“水面”破题发展渔业养
殖。在村产业公司的主导下，一方面承
包了太阳能光伏板下3000亩的闲置水
域养殖四大家鱼，另一方面建设了占地
2000 平方米 16 座恒温养殖池，养殖了
40000尾鲈鱼鱼苗。2022年不仅带动了
近80户农户村内务工，村集体经济更是
首次突破百万元大关，高达137万元。

到了夜里，气温的骤降丝毫没有影
响凉泉乡湖滨村龙屋村民活动室内热
火朝天的气氛，屋场上每家每户都派
出了代表参加屋场会。“受疫情和工作

影响，连续三年没有回家过年了，这次
回来很惊喜，不仅在村里参加了这么
热闹的屋场会，还拿到了集体土地租
金结余的分红，日子越来越有盼头
了！”村民曹加旺说道。

据了解，湖滨村龙屋共有 61 户村
民，集中流转了326亩土地用于村级发
展灵芝、艾草、党参等中药材特色种
植，不仅享受了 6 万余元土地流转租
金，更有上十户村民从年头就开始在
中药材产业基地里务工，月平均工资
达到了2000元。

“2022年，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了
盘活闲置资产和整合利用上，种下了150
亩艾草、200亩博落回，建成了3个羊肚
菌大棚和5个灵芝大棚，中药材直发阜
阳等地加工销售，为村集体增收 40 万
元，带动群众务工增收36.2万元。”湖滨
村党总支书记龙荣华说道。“很多长期在
外务工回来过年的老百姓，看到村里产
业好、环境好、发展好，都说能过上一个
安心、舒心、开心的新年了！”

通讯员 唐璐 张巅 全媒体记
者 付玉

凉泉乡：又是一年丰收季 喜笑颜开迎新春

本报讯 冬日暖阳，在宿松
县九姑乡新安村连片的蔬菜基
地，乡亲们一边出售大白菜、包
菜，一边种植各种时令蔬菜，忙
碌的身影、欢快的笑语在田野飘
荡。近年来，九姑乡牢牢牵住产
业振兴的“牛鼻子”，全力以赴做
大做强农业产业项目建设，不断
拓宽农民就业增收渠道。

九姑乡依托资源优势，综合
考虑区位优势和市场需求，合理
规划发展项目，狠抓项目准入源
头关，发展有竞争力的主导产业。
目前已形成“胜玺”牌红薯粉丝、
金丝皇菊等品牌，并远销上海、江
浙、合肥等省市。同时鸡、羊、牛等
养殖产业也快速发展，扎实推动
了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该乡成立农业产业项目领
导专班，建立周研判、月调度运
行分析机制，形成党政主要领导
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负责，职
能部门抓落实工作格局。制定产
业项目建设事项清单，明确任务
清单、责任清单、牵头部门和时
间列表，定期调度，全程跟踪，及

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
难题。面对新形势，今年九姑乡
将着力加强红薯、蔬菜、蓝莓、养
殖业等优势主导产业发展，推动
品质提升、品牌打造，拓宽增收
致富渠道，确保产业项目达产见
效，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新年伊始，九姑乡通过提供
专项资金、小额信贷、乡村振兴
资金、项目扶持等形式，加大对
产业发展扶持力度，壮大村集体
经济收入。完成全乡8个村龙湖
圩稻渔种养竞价招租、持续扩大
国家级示范社宿松县顺安生态
农业专业合作社红薯种植基地
面积和深加工产能、统一规范管
理服装类产业项目……预计能
带动400多户脱贫人口、低保边
缘户家门口就业，实现人均年增
收20000多元，各村集体年入租
金百万以上。同时，该乡积极发
挥政策导向作用，引导企业、农
户和社会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产
业高质量发展。

（通讯员 刘升华 全媒体
记者 付玉）

宿松：

特色产业走进春天里

本报讯 连日来，桐城市大
关镇多措并举筑牢党员干部春节
期间作风建设防线。

大关镇始终把中央八项规定
作为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
将持续纠治“四风”作为重要政治
任务，坚持以上率下，要求班子成
员、部门负责人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和政治觉悟，认真履行“一岗
双责”，坚持以身作则，带头严守
节日工作纪律，推动“关键少数”
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带动党员干
部清廉过节、节俭过节。

该镇紧盯违规公款吃喝、违
规收送礼品礼金等问题，加大监
督检查和明察暗访力度，围绕春
节期间值班值守、安全生产、森林
防火、疫情防控等工作进行安排

部署和警示教育。抓早抓小、防
微杜渐，发扬钉钉子精神，提前发
送廉政短信，提醒党员干部廉洁
过春节，时刻严守“底线”，不越

“红线”，筑牢“防线”。
大关镇严格按照春节纪律作

风要求，采取明察暗访、作风效能
民主评议等形式，对党员干部婚
丧嫁娶大操大办、借机敛财、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破坏营商环
境、值班值守期间擅自离岗或参
与聚餐饮酒、酒驾醉驾等问题进
行监督检查，着力纠治高档烟酒
茶、“豪华年夜饭”、节礼过度包装
等背后的“四风”问题，确保春节
期间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通讯员 何小玲 全媒体
记者 查灿华）

桐城：

筑牢作风建设防线

本报讯 为增进“邻里情”，
营造出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1月
16日，迎江区南水回族社区党委
举办迎新春趣味运动会。运动会
现场吸引了许多社区亲子家庭参
与，活动中大家你追我赶激情四射。

现场一位参与运动会的居
民表示：“这场开在家门前的新
年趣味运动会不仅给我们居民
带来了欢乐，还提供了更多与大
家交流互动的机会，增进了我们
邻里之间的感情。”

当日，该区龙狮桥乡红旗社

区计生协开展”迎新春，送年夜
饭”志愿服务活动，为即将到来的
新春佳节增添了一份喜庆氛围。

志愿者带着准备好的饭菜、
汤、饺子、水果等食物送到了特扶
对象的手中，并送上了节日的祝
福。活动中志愿者细致了解计生特
扶对象最近的身体、生活等情况，
与他们聊家常、话新春，同时，积极
宣传特扶家庭的帮扶政策，欢声
笑语间让计生特扶对象切实感受
到浓浓的年味和社会的关爱。

（通讯员 毛钰宏 祖玲）

迎江：

浓浓爱心暖寒冬 活力满满迎新年

卯门生紫气，兔岁报新春。2022年12月22日，距癸卯兔年还有一个月时间，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2023年春节联欢晚会》以“欣欣向荣的新时代中国，日新月异的更美好生

活”为主题，正式发布官方标识和吉祥物形象“兔圆圆”。

1月17日，“启航新征程 幸福中国年”2023年宿松县“村晚”千岭
乡汪岭村专场隆重举行，广大群众在欢声笑语中共迎新春佳节。

“乡村春晚”突出群众主体、乡土特色，由群众自编、自导、自演，
极大丰富了群众的节日生活。蚌壳灯、竹马灯、彩龙船、腰鼓表演、合
唱、广场舞、黄梅戏、快板鼓书、三句半等本土节目精彩纷呈，笑声、掌
声此起彼伏。在晚会现场还开展了“写春联、送春联”活动，处处弥漫
着浓浓的“年味”。 通讯员 吴平 摄

天柱山风景区一些入口节点摆放的“安徽模鼠兔”吉祥物形象。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摄

天柱山地质公园博物馆展出的“安徽模鼠兔”化石模型及复原模型。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