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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建国七十周年献礼影片《征迁》开机

著名影视演员于小慧担纲主演

■ 记者 吴永生
本报讯 4 月 18 日 上
午，庆祝建国七十周年献礼
影片《征迁》开机仪式暨新
闻发布会在濉溪举行。
发布会上，作为投资方
代表的安徽淮汉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市场总监朱春生
在发言中介绍了影片拍摄
的时代背景和重要意义。 他
说，这是我市一部展现普通
百姓生活场景的电影，反映
了淮北市、 濉溪县两级党
委、 政府落实国家棚改政
策， 让棚改居民 “忧居”变
“宜居”的艰辛努力，讴歌了
广大棚改干部激情干事、一
心为民的情怀。 随后，著名
导演宋奇对影片 《征迁》的
故事梗概作了说明，邀请参
与影片拍摄的主要演员和
影片原型人物上台，进行逐
一介绍。 《征迁》剧中邀请多
名演员参演，包括著名演员
于小慧、廖学秋、汪永贵以
及毕业于中戏、上戏的影视
新秀和淮北部分本土演员。
据介绍，影片《征迁》根
据曾挂任濉溪镇副镇长五
年的濉溪县女干部秦淑芬
创作的 20 万字小说 《拆迁

镇长》改编而来。 影片通过
棚户区改造政策在基层落
实过程中的一系列矛盾和
冲突，从征迁户的家庭内部
矛盾到邻里之间的纠纷，再
到百姓与政府的利益冲突，
主人公跳出征迁交流情感，
站在百姓立场考量百姓利
益， 化解了一个又一个难
题，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影片中，于小慧出演女
一号陈初心，作为党委书记
的陈初心被委任棚户区改
造征迁工作， 遭遇重重困
难，她却不曾退缩反而愈加
坚定，最终她的真心感动了
百姓，百姓由反对抵触到支
持拥护， 改造征迁完美展
开，陈初心深受百姓爱戴。
发布会现场，于小慧与
角色原型秦淑芬进行了亲

切交流，“一个外表如此柔
弱的女子却有着如此强大
的内心， 我由衷佩服她，秦
淑芬这种真心为百姓办实
事的好干部，值得基层干部
学习！ ”
于小慧从事影视行业
数十年，对剧本的敏感度极
高，当她第一次看到《征迁》
剧本时，就被其中的故事深
深打动。 于小慧表示，“诠释

这样的好干部，仅仅靠努力
是不够的！ 我更要贴近她、
走进她、甚至是成为她！ 让
大家知道身边就有这样的
好干部，她始终兢兢业业地
为老百姓的美好生活奋斗
着！ ”
出道以来，于小慧塑造
了无数的经典荧屏形象，此
前在热播剧 《幸福巧克力》
《换了人间》以及《第三种幸
福》里，于小慧均饰演了女
强人，这些角色要么是商界
精英， 要么是知名女性，皆
给观众以高高在上的感觉。
不同于以往作品中高
贵形象，此番在影片《征迁》
中， 于小慧化身基层干部，
无需华丽的服饰外表，一颗
金子般的心灵，真心实意为
百姓谋福利，充满了人情味
儿。 于小慧本人也如角色名
陈初心一般，在表演的道路
上蓄力征途，本心如初。
开机仪式后，剧组人员
随即前往濉溪县老城石板
街开启了实地拍摄。 据悉，
该影片将于今年国庆节前
在国内各大院线上映，献礼
建国七十周年。

■ 摄影 见习记者 黄鹤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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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雨将至
农事养生需注意
■ 记者 傅天一 通讯员 谢芳
本报讯 4 月 20 日，将迎来二十
四节气的谷雨。 “谷雨”源自古人“雨
生百谷” 之说。 “清明断雪， 谷雨断
霜”，谷雨是春季最后一个节气，它的
到来意味着寒潮天气基本结束，气温
回升加快， 有利于谷类农作物的生
长。
“谷雨”后最重要的一个天气特
点， 就是强对流天气将会更加旺盛，
而晴天、阴天、雨天，甚至雷电，这些
天气元素会“混搭”在一起，接踵而
来。 气象专家提醒群众应注意防范各
种强对流天气带来的灾害。

毁绿种菜
统一规划
■ 记者 陈洪
本报讯 近日，家住国际商城的
居民李先生反映，他所在的小区存在
毁绿种菜的情况。 随后，记者联系了
相关部门，并随同相山区城管部门以
及杏林社区工作人员前往国际商城
小区，了解实际情况。
记者在国际商城小区看到，小区
内不仅李先生反映的 18 号楼存在毁
绿种菜现象，附近的两三栋楼前都有
类似情况。 相山区城管部门以及杏林
社区的工作人员现场对毁绿种菜居
民进行了劝导和制止。 据了解，这种
毁绿种菜行为，违反了淮北市绿化条
例第 35 条。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
有权责令停止侵害。 未造成损害的，
可以处以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
款；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雨生百谷农事忙， 这个节气也
是提醒人们该播种了， 可以种豆点
瓜，是真正开始农忙的节气。 农业气
象专家提醒， 要注意采取措施确保
播种等农事顺利进行， 农事安排可
参考气象部门发布的农业气象服务
信息。
中医养生专家表示，由于谷雨节
气后降雨增多，空气中的湿度逐渐加
大， 在养生中应遵循自然节气的变
化，针对其气候特点进行调养。 过敏
体质的朋友应注意防范花粉、 杨絮、
柳絮。 在饮食上应减少高蛋白质、高
热量食物的摄入，食用一些能够缓解
精神压力和调节情绪的食物。

居民烦恼
还绿于民
并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采访中，小区居民告诉记者，该
小区没有物业， 社区工作人员无法
对小区绿化实行 24 小时监管，导致
个别居民偷偷地在自家门前绿地毁
绿种菜， 这种行为不仅破坏了小区
的环境， 也损害了其他居民的公共
利益。
杏林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
前，国际商城小区已经被列入今年老
旧小区整治改造计划。 根据改造计
划， 该小区除了完善配套设施和环
境外， 今年全都要进行建筑节能改
造，让住宅变得更加宜居、更加绿色
环保。 她同时表示，预计本月底施工
队就会进入小区，届时，小区将铺设
柏油路，对绿化进行整体翻修，同时
采取铺设草坪砖的方式，彻底防止毁
绿种菜现象的发生。

关注候鸟迁徙 维护生命共同体
我市开展“爱鸟周”宣传活动
■ 记者 黄旭 通讯员 曹时忠
本报讯 4 月 10 日上午，市林业

4 月 11 日 ， 商幼华松时
代幼儿园组织开展“萌娃学消
防”活动，萌娃们在老师的带
领下走进濉溪消防救援大队，
通过观摩消防业务技能训练、
学习消防器材使用、参观消防
营区内务等环节，“零距离”学
习消防安全知识，让消防意识
入脑入心。
■ 首席摄影记者 岳建文

违法车辆同比下降了 85%

午，在安徽省道 S303 濉溪超
限超载检测站， 执法人员正
坚守在精简亭。 在近两个小
时的时间内，从检测站经过、
接受检测的车辆不下百辆，
但没有一辆大货车出现超限
超载。
执法人员告诉记者，在
检测站前方 3 公里处， 他们
放了一个“夜猫”。 也正是因

为这个“夜猫”的存在，让想
超限超载的货车司机打消了
念头。 就连以前常见的凌晨
结队闯卡的现象都少见了。
“你们看，刚才这几辆 6 轴核
载 49 吨的大货车， 在过磅
时， 他们的实际重量都在 46
吨左右。 现在很多司机在拉
货时都会有意少拉几吨，以
前那种打擦边球、 抱着侥幸
心理想着多拉一些货的情况
越来越少了。 因为那样做，一
定会被我们的“夜猫”抓到。
每多拉一吨，罚款 500 元钱，

对他们来说往往得不偿失。 ”
执法人员介绍道。
执法人员口中的 “夜
猫”，实际上就是市交通部门
启动的“非现场执法”。 市交
通部门从 2018 年年初以来，
调整执法模式， 强化科技手
段应用，实现了治超精准化、
常态化、智能化。
工作人员现场随机抽取
了一个工作日“非现场执法”
违法车辆信息， 记录显示：
2019 年 4 月 14 日 0 时—4
月 15 日 0 时，超限超载车辆

仅为 5 台次。
据统计，实行“非现场执
法”后，S303 超载车辆与去年
同期相比下降了 87.2%。 长期
以来， 各地公路管理部门对
于超限运输车辆的治理，主
要是依靠设立的固定治超检
测站， 由执法人员拦车进站
检测，人力物力耗费大，效率
低，安全风险大。 随着经济社
会发展，在利益的驱使下，大
型货运车辆超限运输现象日
益增多， 传统治理模式已不
能适应现有治超管理的需

运输超长物体上路
交警查处消除隐患
■ 通讯员 郭爱芹 王化水
本报讯 众所周知，货车违规载

“夜猫”
“非现场执法”显神威
■ 记者 刘星
通讯员 王玉洁
本报讯 4 月 16 日 上

局在桓谭公园开展安徽省第 38 届
“爱鸟周”活动，以“关注候鸟迁徙，维
护生命共同体”为主题，宣传鸟类等
野生动植物保护知识、湿地资源保护
知识，号召广大市民春季重视森林防
火。
活动现场，市林业局工作人员向

求。
“非现场执法”对过往车
辆实现全天候自动检测，能
够有效延伸公路超限监管的
时间和空间范围。 实行 “非
现场执法”，对于人力治超精
力有限，点多面广，破解长效
管控难以维持的局面， 无疑
是一副“良药”。
“现在在路上骑电动车
比以前安全放心多了， 白天
几乎看不到超载车， 晚上也
很少。 ”家住 S303 路边的一
位村民深有感触地说。

市民发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
物保护法》、 湿地保护及森林防火的
法律法规资料， 引导广大群众关心、
支持野生动物保护事业，提高全民自
觉遵守法律法规的意识。 据了解，“爱
鸟周”源于 1981 年，最初为保护迁徙
于中日两国间的候鸟而设立。 1992
年，国务院批准《陆生野生动物保护
条例》，将“爱鸟周”以法规的形式确
定下来。

物，运输一些超长、超宽、超高货物
时，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然而仍有部
分货车司机为了一己私利，置自己及
他人危险于不顾，违规载物上路。 近
日， 濉溪交管大队民警就查处了一
起。
4 月 17 日上午， 濉溪交警三中
队民警在辖区路口开展交通违法查
处时，发现一辆蓝牌小货车拉着传送
带在路上行驶，该物体近半伸出车体
悬空晃动，随时有滑落的危险，安全
隐患巨大。 民警立即拦下该车辆进行
检查。 原来驾驶员王某某，从涡阳运

送传送带到淮北。 装货时，王某某发
现自己车小，货物有些超长，但还是
抱着侥幸心理开车上路了，没想到行
驶至濉溪百善镇路口时被濉溪交警
当场查获。
随后，民警告知王某某货车在超
载、超长、超宽的状态下，转弯时离心
力远高于正常货车， 影响操控性能，
极易发生侧翻，且该车存在的超长交
通违法行为会影响到后方车辆的行
驶， 一旦发生追尾事故后果不堪设
想。
由于该传送带属不可解体物，民
警在要求其联系其他大型车辆转运
后，依据相关规定，对王某某作出罚
款 100 元、驾驶证记 1 分的处罚。

品质铸品牌
罗莱引领家纺新标杆
■ 记者 王陈陈
本 报 讯 4 月 15 日 下
午，罗莱乳胶 1 号垫全球首
发活动走进淮北。 来自我市
各行各业罗莱的忠实粉丝
莅临现场，共同见证这一盛
况。
活动中，工作人员就罗
莱的品牌起源、 荣誉奖项、
企业价值观、 品牌定位、研

发和供应链等方面进行详
细解读。随后推介了 2019 年
春夏新品：对罗莱乳胶 1 号
垫的泰国进口乳胶原液含
量 、Schcott 无 线 射 频 工 艺 、
天丝面料等进行了介绍；对
牛皮席的起源、“恒温、健
康、耐用”三大特点，以及罗
莱牛皮席的优势进行了讲
解。 一位忠实粉丝登台讲述
了全家人与“罗莱”的故事，

感人至深。
自创建品牌以来，罗莱
家纺始终秉承“让人们享受
健康、舒适、美的家居生活”
企业使命， 以客户为中心，
以奋斗者为本，持续对标创
新， 坚持艰苦奋斗，“聚焦”
家纺，着力追求产品从卧室
场景走向生活场景的不断
延伸， 更为精准地服务客
户，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喜

好及需求，让家纺演变为一
份对家人的悉心关爱与呵
护，以及对品质生活与美的
艺术追求。
据中国商业联合会、中
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发布
的调研结果显示，“罗莱”品
牌床上用品、各种被芯并列
2018 年 度 全 国 市 场 同 类 产
品市场综合占有率第一位，
这已是“罗莱” 牌床上用品

连续 14 年、“罗莱” 牌各种
被连续 13 年荣列同类产品
市场综合占有率第一位。
目前， 罗莱乳胶 1 号
垫、 牛皮席已全面上市，现
推出惊爆价格，以回馈广大
市民长期以来对罗莱的支
持与厚爱。 今后，品牌公司
还将一如既往地带来更多
舒适、优质的产品与广大市
民分享。

律师进车间 普法面对面
4 月 15 日 ， 淮北食博会开幕前夕 ， 上海迪伦律师事务所爱心律师纵瑞龙 、 赵兰
—安徽曦强乳业集团，通
兰、赵鹏一行，走进位于相山经济开发区的大型食品企业——
过法律大讲堂、面对面交流、送法进车间等形式，向企业管理者及一线员工普及法律
知识，助力民营企业稳健发展。
■ 摄影 通讯员 张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