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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 11日，记者
到濉溪县铁佛镇梁楼村采访
时发现，该村依托梁店庄打造
的民俗公园初现雏形，下一步
村“两委”将以民俗公园为核
心，计划把梁店庄打造成“淮
北民俗第一村”。

今年初，在实施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行动中，梁楼村“两
委”通过到浙江安吉、江苏徐
州、 安徽巢湖等地参观学习，
思想上受到了很大触动。特别
是巢湖三瓜公社将原本破旧
不堪的汤山旧民宅经过升级
改造，全新装修，形成了现在
“冬瓜民俗村”、“南瓜电商村”
和“西瓜美食村”三大特色村，
给他们以极大启发。

“考察回来后，我们就在
一起反复讨论，提出能不能选
择一个自然庄为试点，打造具
有淮北特色的民俗村。 ”梁楼
村党总支书记陈龙乾说。由于
缺乏资金，村“两委”采取因地
制宜的办法， 结合村情实际，

在广泛发动群众上下功夫，动
员群众充分利用旧砖头、旧石
板等材料，建设原汁原味的民
俗公园。

4月初，民俗公园在群众
参与热情高、“党群连心站”
议事能力强的梁店庄启动建
设。在村“两委”和梁店庄“党
群连心站”的大力推动下，村
民出工、出物，把村中心两处
闲置的旧民居及院墙打开，
改建成村民大舞台、 活动广
场和休闲广场。改建过程中，
一律不搞大拆大建， 地面平
整后用砖石铺设， 花园围栏
用砖块、石磨、水泥电线杆充
当， 弘扬传统文化的大字标
语则写在了一个个倒置的水
缸或竖立的磨盘上， 给人耳
目一新的感觉。

“目前，民俗公园基本建
成， 我们正在动员村民捐献
老物件，已经征集到旧农具、
旧家电、 旧生活用具 100 多
件。 ”梁店庄党小组长、村民
理事会理事长李华对记者
说，“下一步， 我们将组织村
民对民俗公园内两处废旧房

屋进行改造， 把这些老物件
归类后， 整齐摆放到这两处
民俗屋内， 供村民和外来游
客免费参观。 ”

李华告诉记者，民俗公园
的建设得到了村民的积极响
应， 听说村里欲打造民俗村，

在濉溪投资办厂的村民井勇
敢，个人出资 2万多元购买了
100棵海棠树， 栽种到梁店庄
道路两侧。

记者看到，除了民俗公园
外，整个梁店庄也都有了民俗
的气息， 村子的路面平整干

净，到处都是那种砖块做成的
花园，花园砖墙间还镶嵌着各
式废旧的老物件或设计的新
造型，很有特色和创意，一些
地方还有各式各样的标语和
招牌，让人一下子就记住了乡
愁。

本报讯 “什么是保健
品？什么是药品？ ”“高血压的
发病原因有哪些？ ”……7月
11日上午， 由安徽省药品监
督管理局主办， 安徽省执业
药师协会、 淮北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相山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 淮北市相山区东街道
办承办的 “安全用药大讲
堂”，在相山区东街道办会议
室开讲。

活动现场， 安徽医科大
学副研究员戴仕炎为居民带
来了主题为 《关注食药安全
关爱大众健康》的讲解，戴仕
炎用简洁明了的、 通俗易懂
的讲课方式， 与社区居民分
享了日常用药误区， 购买保

健品的五大宣传陷阱及高血
压的注意事项和用药安全等
知识。

“啥是保健品，啥是药，
以前还真没注意过。 啥是高
血压，高血压吃啥样的药？以
前不了解，现在知道了。 ”机
场社区的居民李凤勤听后说
道。 讲堂里，专家精彩讲解，
社区居民听得认真；讲堂外，
安全用药咨询，免费义诊，骨
密度检测等公益服务体验也
备受居民欢迎。

据了解， 此次活动旨在
将安全合理用药与专业用药
常识传授给社区的中老年朋
友，普及药品安全知识，提高
社区中老年朋友用药安全与
药品科学素养和自我保护能
力。

7月9日，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民警来到濉溪县孙疃镇陈楼村苏家庄结对帮扶贫困户赵清杰家，

购买1000多斤西瓜和菜瓜，帮助贫困户解决西瓜销售难题。据了解，贫困户赵清杰有两个女儿，妻

子患有轻微精神分裂症，无劳动能力。经过市公安局直属分局结对帮扶，赵清杰家现已实现脱贫。但

市直属公安分局的民警仍然关心赵清杰家，做到“扶上马，送一程”。近日，民警在走访中，得知赵清

杰家种的5亩多西瓜和菜瓜滞销的情况后，主动上门服务，为赵清杰解决西瓜销售难题和后顾之

忧。 ■摄影 记者 万善朝 通讯员 李劲

本报讯 “警察同志，在我们村
的‘四艾路’上有一个老头推着轮椅
晕倒了， 轮椅上还坐着一位老太太，
你们赶紧去看看吧。 ”7月 10日上午
8时，濉溪县公安局四铺派出所社区
民警谢其华在辖区开展 “一标三实”
工作时，有群众前来求助。

民警赶到事发现场，发现一名老
人躺在路上已昏迷，坐在轮椅上的老
太太无法正常沟通， 说不清家庭住
址、姓名及家人的联系方式。 民警见
状，立即联系四铺医院前来救治。 在
医生未到现场之前，民警谢其华等人
为老人遮阳避暑， 救护车来到之后，
民警协助医护人员把老人抬上救护

车送到医院进行救治。因为坐在轮椅
上的老太太无人照料，民警便把老太
太带到了四铺派出所看护。

民警发朋友圈、与四铺镇的各个
村干部联系，均没有任何线索。最终，
民警联系县公安局网安大队，在网安
大队民警协助下，终于联系到老太太
儿子胡某。

当天上午 10时许，老人的儿子
胡某和孙子等人来到了四铺派出
所。 看到老太太平安无事，顿时热泪
盈眶。 胡某介绍，他家住在宿州市埇
桥区，父亲有老年痴呆症，母亲患脑
血栓已有 27年。7月 9日中午，父亲
推着母亲出去遛弯， 离开家后就没
有回来，全家人找了一夜也没找到。
幸好民警及时救助， 不然后果不堪
设想。

本报讯 近日，淮北职业技术学
院工艺美术系领导班子及全体党员
到烈山区烈山镇蒋疃社区敬老院开
展主题党日活动。

工艺美术系专业教师为老人
们送去了精编的精彩文艺节目 ，
活动在陈放的一曲《千千阙》中开
场， 风趣幽默的张全的快板逗得
敬老院老人哈哈大笑， 演出最后

在陈芳芳演唱的《五星红旗》中结
束。

活动现场， 我市书画名家赵先
锋、 黄保健及工美系老师们挥毫泼
墨，为老人们送上了寿乐无极、老有
所养、情系夕阳等一幅幅书画作品。
工美系党总支还给老人们带去了慰
问品， 送上了关爱和祝福。 此次活
动， 展示了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的时代精神风貌， 营造了颂党敬党
爱党的浓厚氛围。

本报讯 为继承和发扬党的优
良传统和作风， 不断增强党员干部
的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近日，
濉溪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开展了 “重
温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党日活动。

全体党员集中观看了淮北地区
党团组织主要创始人朱务平、 烈山
工人运动的先驱梁文焕、 淮北早期

革命领导人李时庄、 焦裕禄式的好
干部徐度乐 4人的英雄事迹纪录片，
追随革命先烈的足迹， 接受革命传
统教育和红色文化的洗礼。

大家纷纷表示，身边的英烈坚定
的理想信念和顽强拼搏、百折不挠的
革命精神鼓舞人心。 自己将不忘初
心，继承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以更
加扎实的作风投入到今后的工作中
去，为公安事业发展作出新贡献。

本报讯 “耿老师，快来
看，我按照你教的步骤，在电
脑上把大风车画出来了。 ”小
学生张盼盼高兴地跟指导老
师耿艳丽说。 7月 7日上午，
黎苑社区组织辖区青少年在
社区电子阅览室开展 “文明
上网、健康成长”活动，共十
余名青少年参加了此次活
动。社区巾帼志愿者、黎苑小
学老师耿艳丽细心指导他们

健康上网。
活动中， 耿艳丽首先向

青少年推荐绿色、健康网址，
教会他们如何浏览绿色网站
从而获取有益的科学文化知
识， 还教育他们要玩健康有
益的游戏。 教授孩子们 word
文档、excel 电子表格、 简单
图画等基本操作。

参加活动的许航表示：
“社区电子阅览室给我们提
供了好去处，既学到了知识，
又开阔了视野， 今后我们要
做个文明上网的好少年。 ”

铁佛镇梁楼村欲打造“淮北民俗第一村”
村内民俗公园已初现雏形

本报讯 7月 9日上午，
淮北交警四大队走进辖区
榴园村， 借助村委会大喇
叭，向村民宣传电动三四轮
车交通安全知识，提升农村
广大群众交通安全意识。

民警结合农村群众出

行交通特点，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向村民们讲解了电动自
行车新规，紧紧围绕国家出
台新规的目的、新规开始实
施的时间，电动自行车重要
指标设置，电动自行车应符
合哪些条件才能上路行驶等
方面，广泛宣传交通法律法
规，并详细解读如果已经购
买超标电动自行车应该怎样

解决等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
的问题，增进了群众对机动
车与非机动车的认识，同时
向村民宣传驾驶电动车不戴
安全头盔、超员、超速、逆向
行驶、闯红灯、不按规定车道
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
性，让广大村民深入了解遵
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

本报讯 千辛万苦通过考试，驾
驶证还在实习期内，淮北一男子因酒
驾被交警查获，刚取得驾驶证尚未捂
热就被注销了。 面对处理结果，该男
子后悔不已。

7 月 10 日晚 20 时 40 分许，淮
北交警四大队在开展夜查酒驾统一
行动中， 执勤民警对一辆车牌为皖
D1U*** 的黑色名爵轿车进行例行
检查，发现驾驶人有酒驾嫌疑，民警
立即使用呼气式酒精测试仪对其进
行检测。 经检测，该男子李某每百毫
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 25毫克，属饮
酒后驾驶机动车。

据了解， 驾驶人李某于 2018年

9月 20日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目前
处于实习期内。李某称在与家人聚餐
时喝了一瓶啤酒， 适逢朋友买了新
车， 打电话让他去看其新买的轿车
时，以为这么晚交警都下班了，心存
侥幸觉得自己少喝一点酒没事，没想
到被交警逮个正着。

执勤民警对李某进行了严肃的
批评教育，依法开据强制措施凭证将
车辆和驾驶证予以暂扣。对李某实习
期内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作
出了罚款 1500元，驾驶证一次记 12
分，驾驶证将被依法注销的处理。 面
对处罚结果，李某悔不当初。

民警购买“扶贫瓜”

交通安全宣传走进榴园村

黎苑社区引导青少年文明上网

关爱中老年人安全用药

安徽省安全用药大讲堂走进淮北

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党员干部
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红色文化洗礼

主题党日活动走进敬老院

老人遛弯晕倒路边
民警及时救助脱险

实习期内酒驾被查

一瓶啤酒“注销”驾驶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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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梁楼村梁店庄民俗公园。 ■摄影 见习记者 黄鹤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