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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随着濉溪县援疆
干部梁文龙被评为 5 月份“安
徽好人”，全县获评的“安徽好
人”总数达到 38 人，在全省位
居前列，这是新时代新濉溪精
神文明建设新成就的一个生动
实践和鲜明体现。濉溪之所以
不断有身边好人、道德模范上
榜、入选，这主要得益于五个
“好”。

有一片好土地。近代的濉
溪也是一片红色的沃土，具有
光荣革命传统的老区。当代濉
溪是中原经济区、淮海经济区
和徐州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
分，素有“酒乡煤城、中原粮
仓、能源之都、运河故里”的美
誉。煤炭资源储量 60 亿吨，燃
烧自己、无私奉献，抢抓机遇、
跨越发展，无不充沛着濉溪道

德建设的精神血脉。
有一方好民风。自古以来，

濉溪民风淳朴、乡情浓郁，县内
有以“百善孝为先”命名的古
镇百善镇，有“割股奉母成佳
话，良好家风传后世”的道德
标杆南坪镇半铺村张彦顺。近
年来，濉溪县通过树典型、建阵
地、搭平台，让好人有荣誉感、
成就感，让大众有仰慕心、追随
心，使越来越多的人不断自觉
加入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行列，逐步由一个
个“盆景”之美，洇化成一片片
“风景”之变，好人现象蔚然成
风。

有一脉好文化。濉溪地处
皖北，位于苏鲁豫皖四省交汇
处，兼容北方的粗犷和南方的
细腻，先后孕育了运河文化、酒
文化、红色文化、煤文化和好人
文化等。长期以来，濉溪县以
“五赞五好”“五推五评”“五

重五帮”等系列做法，培育了
良好的好人文化。截至今年 3
月，全县共有 49 人荣登“中国
好人榜”，总数位居全省县级
第二，是全县共享的一笔宝贵
精神财富。

有一个好传承。一个模范
就是一个正的“能量源”，一群
好人就是一个爱的“反应堆”。
濉溪县注重整合传承道德基
因，并将它们发扬光大，促进推
荐好人、学习模范、争当先进道
德风尚的形成。12 年中，连续
开展四届全县道德模范评选活
动，先后高规格的推荐评选、命
名宣传各级道德模范、身边好
人 2300 余人。集结出版了《德
行 皖 北—濉 溪 县 中 国 好 人
录》，用群众身边的人，发生在
身边的事教育广大群众。他们
的美德善行、无畏义举，体现濉
溪人民共有的精神气质，集中
反映全县文明建设成就。4 年

中群众举荐好人好事线索
329024 条，群众参与评议点赞
87 万人次。

有一套好机制。濉溪县在
“践行核心价值 打造好人濉
溪”主题实践活动中，逐渐探
索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
工作机制。一是建立“人人推”
的参与机制。从基层抓起，开展
“村 （社区） 好人”“镇 （园
区）好人”“县好人”三级联动
的群众评议活动。二是建立
“天天见”的宣传机制。把镜头
聚焦好人，把版面让给好人，把
空间留给好人，县融媒体中心、
濉溪文明网、“文明濉溪”微信
公众号开设“身边好人”专栏，
创作现代大型泗州戏《濉溪好
人》，建设好人长廊，在县志中
专门留出中国好人、道德模范
人物展示和事迹介绍篇章，让
凡人善举深入人心。三是建立
“处处敬”的褒奖机制。濉溪县

坚持精神上奖励、政策上激励、
政治上鼓励，让“好人”受尊
重、受优待。本地举行的重大节
日节庆活动，邀请“好人”代表
作为嘉宾出席，积极推荐“好
人” 入选各级 “两代表一委
员”。四是建立“个个帮”的关
爱机制。每年安排专项资金帮
扶慰问困难好人模范，截至目
前，已安排慰问道德模范和身
边好人专项资金 20 多万元，受
惠好人模范 110 多人。五是建
立“时时学”的转化机制。注重
发挥身边好人“传帮带”的示
范作用，把道德模范、身边好人
培育成群众身边引路人、公益
行动召集人、志愿组织领头人。

“平民英雄，引领道德风
尚；凡人善举，凝聚濉溪力量。
眼下，濉溪正走在由‘濉溪好
人’到‘好人濉溪’的康庄大
道上。”县委宣传部（文明办）
有关同志表示。

在文化文艺界，说起他的
名字，同行们基本不陌生。因为
他涉足历史文化、教育教学、文
学创作等多个领域，并且颇有
成果。他就是濉溪县政协委员、
县教育局教科室英语教研员、
安徽省特级教师张云波。

1982 年，张云波怀揣着实
现人民满意的教育梦想，在临
涣中学教书育人。在教学中，他
集编、导、演于一身，采用形式
多样的体验式教学模式，运用
灵动巧妙的教学方法，以幽默
的语言、传神的情感，调动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如此一来，学生
们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学习劲
头也如江河出谷。经过长期思

考、琢磨和实践检验，张云波成
功总结出 “三自一导”“Re-
peat 六步归一”等多种英语课
堂操作方法和模式，并在县内
学校推广。其中 5R学习法，被
5 家英语刊物转载。

肯学、肯干、肯钻，是张云
波的三大工作法宝。尤其是
2007 年调任县教育局教研室
副主任兼英语教研员之后，他
对自己更加高标准、严要求，早
7 点上班、晚 7 点回家已成为
常态。由于长期高负荷工作、积
劳成疾，张云波突发心梗，幸亏
抢救及时才脱离危险。手术治
疗一个多星期，他又回到工作
岗位。投身教育事业 30 多年
来，他主编了《中学英语词语
手册》等英语教学辅导用书 10

余部，《谈中学英语教学中的
语言迁移及其规律运用》等 50
余篇论文获国家和省市级奖
励，主持完成了 10 余项省级以
上立项课题，先后在各类报刊
杂志上发表文章 500 余篇。张
云波还积极引导年轻教师建构
独具特色的有效课堂，帮助他
们完善教学方法，不断引领全
县的教育科研工作迈向新高
峰。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张
云波无怨无悔、倾心奉献；作
为一名政协委员，他秉承着为
民履职的神圣使命，参政议
政、建言献策。他多次深入基
层，结合自身工作特点开展具
有针对性的调查研究，并依托
良好的写作功底，先后提交了

20 多篇高质量提案。其中，参
与调研和主笔撰写的《利用楹
联文化提升新濉河公园内涵》
《保护乾隆湖，让绿水碧波扮
靓濉溪县城》《保护和传承泗
州戏》《创办濉溪自己的报
刊》等精品提案，得到县政协
领导及其相关部门的高度重
视。

在县政协十届三次会议
上，张云波把焦点放在了文化
旅游产业发展上。为了进一步
开发和利用濉溪独具特色的历
史文化资源，张云波建议，要整
合资源、打造亮点，以“千年古
镇、运河故里、水韵酒乡、红色
热土”为主题理念，依托“自
然、人文、历史、物产”四大旅
游资源，以历史为主线，以“高

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
运作、高水平发展”为准则，倾
力打造临涣、百善、口子、双堆
四大旅游景区。

“文化产业建设在国家的
倡导和扶持下，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特别是
历史名人文化已逐步成为文化
产业发展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
分。濉溪有‘嵇康故里’文化品
牌，我们应该用独有的历史名
人效应塑造濉溪形象标识，促
进濉溪文化产业发展。”8 月中
旬，记者见到张云波时，他已经
开始准备明年“两会”的发言
材料了。在他看来，一份质量过
硬的提案需要经过反复修改和
打磨，操作性才会更强、意见才
更精粹。

“扑通”一声！不远处的水
面从天而降一个 “大物体”。
“是人！是人！”缓过神的赵士
元没有丝毫犹豫，一溜小跑直
奔水面，因为入水太快，一个趔
趄差点滑倒。其实，连他自己都
不知道，危险还在后面。

8 月 12 日下午 2 点多，溪
河社区工作人员赵士元在新濉
河大桥桥底时，忽然听见一声
巨响。他往桥墩北侧的水面一
望，一女子正在水中扑腾……

“有人落水了”。危急时
刻，赵士元没有多想，迅速从南
侧桥底往桥北跑去。快到岸边
时，他把鞋子一蹬，然后穿着衣
服和袜子冲进水里。

岸边离落水位置大概有
15 米，水性不是很好的赵士元
花了不少力气。当他快到落水
者身边时，女子的脑袋几乎淹
在水下，只剩两条胳膊在水面
挥舞，随时都有危险。略知水下
救人技巧的赵士元没有慌张，

而是先游到女子身后。从另一
个方向冲进河里救人的还有县
城管局的陈钦宇，此时，他也游
到女子身边。两人一边踩水、一

边托举，让女子把头露出水面，
尽量保持呼吸通畅。然而，托着
人踩水并非易事，几乎每托举
一下，赵士元和陈钦宇就得扎

进水里一次。因为没有换好气，
他俩还连喝了三四口水。

赵士元和陈钦宇的水性都
不好，但是两人像是心有灵犀，

互帮互助、协同合作，落水女子
变得“轻”很多。俩人一人一
边，架着女子的胳膊艰难划行。
短短的十来米远，从下水到岸
边，三人将近用了两分钟。事发
时，年过六旬的张大法正在桥
下乘凉。看到赵士元和陈钦宇
都已筋疲力尽，担心出现危险，
他迅速跑到水里接应。

事情过去了三四天，溪河
社区党支部书记仲俊峰在网上
看到一段濉溪热心市民勇救落
水者的视频，无意间发现了赵
士元，才知他救人的事。原来当
天下午，新濉河大桥上一女子
因感情问题一时想不开产生了
轻生念头，随后背靠护栏，身子
往后倾斜，一个翻身掉下桥。轻
生女子被救起后，看到热心群
众赶到，赵士元就悄悄离开了。

因为下水救人，也让两
位英雄聚在了一起。8 月 19
日，赵士元和陈钦宇一见面，
说出了彼此的心声：“如果不
是你帮忙，我俩可能都上不
来了……”

以“五好”培树先进典型引领社会风尚

新时代新濉溪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新成就

历史文化资源的践行者
———记濉溪县政协委员张云波

本报讯 近年来，刘桥镇
紧紧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
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
务，积极探索、大胆创新，通过
推广 “1+3+N” 基地建设模
式，有效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
工作有序开展。

何为“1+3+N”基地建设
模式？“1”是指刘桥镇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3” 是指镇新时

代文明实践广场、体育公园新
时代文明实践广场、刘伶公园
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N”即
17 个村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文化大院、村文明实践广场、乡
村振兴学校、开放式党校、村史
馆、教育基地、大讲堂、妇女儿
童家园、农家书屋、中小学校
等。

有了场所、有了阵地、有了
模式，刘桥镇特色鲜明的新时
代文明实践活动蓬勃开展。比

如，该镇持续开展 “文明村”
“文明家庭”“文明单位”“文
明家庭”“十星级文明户”创
评活动，广泛推荐 “好婆婆”
“好媳妇”“好邻居”“好少
年”等，营造积极向上的道德
环境。目前，全镇拥有中国好人
7 人、安徽好人 9 人、淮北好人
25 人。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
孝老爱亲、爱心捐赠助学、慰问
孤寡老人、慰问贫困户等志愿
者常态化、制度化活动，开展送

文化下乡、书法培训、送书画下
乡、文艺汇演、广场舞表演、篮
球比赛、太极拳培训等系列文
体活动，唱响了新时代文明实
践主旋律、丰富了群众业余文
化生活。开展红白理事会培训、
建设公益性公墓、“我们的节
日”等实践活动，增强了广大
党员群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促进社会风气明显好转。仅
2018 年以来，刘桥镇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通过开展主题教育活

动，使 6 万多人次接受理论教
育。

“下一步，全镇上下将围
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主线，
聚焦首要任务、聚力突破实践
创新，在贴近性上下功夫、在实
践性上求拓展，广泛开展点单
式服务和派单式服务，用新时
代文明实践活动推动乡村振兴
和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不断增
进群众福祉。”刘桥镇有关负
责同志表示。

本报讯 8 月 16 日，由淮北市
劳动竞赛委员会、淮北市总工会、淮
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淮北
市农业农村局联合主办的 2019 年
“大疆杯” 淮北市农机职业技能竞
赛在淮北职业技术学院拉开序幕，
来自全市三区一县的 51 名农机手
参赛，濉溪县代表队再创佳绩。

此次竞赛作为出席全省农机职
业技能竞赛的重要组成部分，分为
拖拉机、履带式联合收割机、自走式
植保机驾驶操作和植保无人机操作
两个分赛项目同时举行。农机驾驶
操作及无人机操作竞赛两个项目各

设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对于涌现出的特别优秀选手，
推荐参加 “淮北市五一劳动奖章”
的评选，第一名择优推荐参加“淮
北市技术能手”的评选，前两名晋
升高级工职业资格，已具有高级工
职业资格的，可晋升技师职业资格。
同时，依据本次竞赛成绩，选拔优秀
选手参加全省农机职业技能竞赛。

经过一天紧张激烈的比拼，濉
溪县代表队包揽农机驾驶操作比赛
前三名，并获得无人机操作比赛二、
三名，团体优秀组织奖的好成绩。其
中来自濉溪县诚信农机合作社的优
秀农机手赵辉，取得农机驾驶员操
作技能竞赛第一名。

濉溪县农机手
在市“大疆杯”技能竞赛上创佳绩

本报讯 今年以来，濉溪县司
法局、县法律援助中心着力强化各
项推进措施，不断探索新路径，创新
工作方法，维护城乡弱势群体的合
法权益，保质保量完成上级下达的
各项任务目标，法律援助民生工程
工作取得了新成效。

县司法局、县法律援助中心明
确工作要求，细化各项工作指标，紧
抓宣传节点，积极配合县民生办等
部门参与重要宣传日、集中宣传月
等系列活动。同时，因地制宜在法治
公园、社区亭廊、广场车站、法援中
心服务大厅、企事业单位集中办事
等候区积极开展宣传活动，努力提
高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知晓率。通
过与县人社局开展无缝对接，建立
长效衔接机制，对符合条件的劳动
者提供法律援助；开通了农民工维
权绿色通道式的法律援助，大大提

高了服务效率。通过组成案件专家
评查团，制定完善 2019 年度案件质
量评查标准，完善机制，提高案件质
量，促进县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稳
步提升。此外，为总结推广刑事案件
律师辩护全覆盖工作，县司法局、县
法律援助中心多次召开会议学习、
组织开展走访调研，听取各成员单
位意见和建议，努力保证值班律师
在适用速裁程序、简易程序中提供
法律帮助工作的顺畅运行，积极推
进普通程序的刑事律师辩护的全覆
盖，为全县刑事辩护全覆盖试点工
作的有力推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9 年，省民生办下达濉溪县
法律援助案件任务 1080 件。截至目
前，濉溪县法律援助中心共审批指
派各类案件 1140 件，其中民事案件
611 件，刑事案件 522 件，行政案件
7 件；结案数 780 件，案件受理数占
年度总任务数的 105.6%，结案率约
68.42%。

濉溪县
法律援助民生工程见成效

本报讯 8 月 15 日上午，濉溪
县图书馆在濉溪县中瑞农副产品有
限责任公司举办 “书香濉溪·全民
阅读进企业”活动。

活动中，县图书馆在濉溪县中
瑞批发市场设立了濉溪县图书馆基

层服务点并举行挂牌仪式，送来了
600 多册精美的图书、杂志以及书
橱、桌椅等设备。该基层服务点的设
立一方面有助于推进企业人才队伍
建设，另一方面也进一步丰富中瑞
公司职工、市场商户的文化生活，激
发大家的读书热情，营造良好的企
业文化氛围。

县图书馆举办
“书香濉溪·全民阅读进企业”活动

本报讯 8 月 15 日，参加濉溪
县新型职业农民农产品电商人才培
训班的 47 名学员，走进濉溪电商产
业园和淮海一号电商产业园，开展
实地考察和实训活动。

据少峰职业培训学校负责人介
绍，本次新型职业农民农产品电商

人才培训班学时 5 天，课程注重
“全流程、实操作”，内容涵盖微店
网店开设至物流配送全过程，并将
电脑、手机的实际操作纳入课程培
训，有针对性地提高实际操作技能，
努力培养一批懂农业、懂信息技术、
懂市场营销的复合型农产品电商人
才，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打通最后
一个农产品销售环节。

培育农产品电商人才
促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刘桥镇
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落地生根

惊险两分钟

8月 20日，赵士元（左)现场回忆施救情景。 ■摄影 见习记者 冯树风

8月 13日，濉溪农商银行双堆支行负责人走进双堆集镇芦
沟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向群众作“开展‘信用村’创建活动，

助力乡村振兴”的宣讲报告。

去年 5月上旬，双堆集镇在全镇建立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1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23个，通过组织开展系列文明实践活动，
坚持不懈地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党员干部、教育人民群众，

筑牢了基层意识形态工作新阵地，在满足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

对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也有效地推动了党的事业在基层落地

生根。

■摄影 特约记者 范胜明

■记者 王晨

特约记者 张文杰

■特约记者徐峰

■记者 王晨

■记者 王晨

■记者 吴永生 通讯员 彭甫

■记者 吴永生

■记者 吴永生 通讯员 杨紫琼

■特约记者 范胜明 通讯员 王化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