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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GHE

秋冬交替，黄叶飞舞，对
于清洁工人来说这无疑增加
了他们的劳动负担，有人牢骚
满腹、有人埋头苦干。有这么
一个 90 后的清洁工人，她用
手机拍下美景分享至微信朋
友圈，在劳动之余也尽情地享
受着大自然赐予的生活情趣。

分享秋色美景获点赞
“记得刚一入秋，就一直打

算着，这个秋天一定要到远山
看看，看一看层林尽染，看一看
树叶悠然从眼前滑落，看一看
满山的野菊花在风中飘香，看
一看红红的果子缀满枝头。可
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忙就成
了常态，那些心心念念的事就
一直搁在心里。 ”这样一段感
性的文字，再配上黄叶飞舞的
照片，你是否能够想象，她出自
一位清洁工人之手，而且就是
在她作业的过程中。

她的微信名字叫“相城
90 后环卫工”，真名为郭奇。
在她的微信和抖音中，还有不
少这样色彩缤纷的深秋美景，
在自我陶醉的同时，也引来不
少好友的“赞”和点评。郭奇

说刚开始发这些东西时有人
说她矫情，但是后来越来越多
的人表示喜欢。有好友在点
评中写道：“谢谢你帮助我们
发现生活的美好。”

定格美丽瞬间是幸福的
郭奇毕业于华南农业大

学，今年30岁，从事环卫工作

已经有 6 个年头，而她的家
庭，从奶奶到父亲到姑父都是
清洁工人。

郭奇说每年来到秋冬交
替时，落叶飘零总会让清洁工
人忙得焦头烂额，因为扫完一
遍又有黄叶飞下，甚至比扫雪
还要累人。

然而郭奇看着那些黄灿

灿的叶子从空中飘落下来，偶
尔撒在头上、肩上，会有一种
莫名的幸福感，于是她放下
扫帚，掏出手机拍下来，并通
过微信将这种美传递出去。
她说：美景在延续，幸福感也
在延续。“如果不是一位清洁
工人，如果不是近距离地看
到落叶纷飞的美好，我可能

和其他匆匆而过的行人一样，
错过这眼前的美景。 ”郭奇
笑着道。

很累但心里很充实
点开郭奇的微信相册，笔

者发现在分享这些美景之外，
微信内容基本都是记录一些
生活的感悟，而这些感悟中没
有沮丧、没有埋怨，那些如同
就是自己经历却被忽略的场
景，让看到的人心情舒畅，给
人希望和力量。

除了微信，笔者看到，在
郭奇的抖音中，她曾经还拍摄
同事们工作时的场景，尤其是
清洁工人那单纯而简单的笑
脸让人印象深刻。

说起做清洁工人为何还
如此惬意，郭奇说原来她和老
公在合肥打拼开了一家小店，
生意不好，失业后在父母的邀
请下回到了淮北，起初做清洁
工人她也很不乐意，只当权宜
之计，但是后来干得越来越顺
手，认识也越来越不一样。“真
的，当看到把大街扫得干干净
净，忽然觉得有一份价值感、
存在感，对这个社会有一份贡
献，虽然有时候会很累，但是
心里很满足。 ”郭奇说。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进党史学
习教育走深走实，提升青少年对烈
山 的 认 知 度 和 归 属 感 ，10 月 17
日，烈山区青少年红色课堂——

“红色地标打卡”行动正式启动。
来自淮北师范大学附中的 102 名
少先队员，通过走进烈山各类场
馆寻访学习，聆听党员先锋的感
人故事，来到地方场馆感受地方
民俗，在“寻”“享”“悟”的路径中
进行党史学习教育。

寻访中，少先队员们分别来到
烈山消防体验馆、石榴博物馆等地
标打卡，宣讲员以生动有趣的方式
点燃学生们的学习热情，通过学习
消防知识，了解消防技能，零距离
体验楼房逃生及火场逃生，增强消

防安全责任意识。在四眼井红色
教育基地，少先队员们通过聆听先
辈事迹，现场接受沉浸式红色教
育，了解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进
一步厚植爱党、爱国、爱家情怀。

“红色课堂”是共青团烈山区
委打造的青少年学习党史品牌。
通过落实教育场地、教学内容、受
教对象，在全区设立7个“红色教育
点”，开设“红色寻访”“地标打卡”

“劳动采摘”“志愿实践”等课堂栏
目，带领青少年随时随地听故事，
全方位、立体化学党史，更好打造
青少年学习交流朋友圈。

本报讯 近日，安徽省社科联
对 2020 年以来全省社科普及工作
先进单位、先进个人和社科普及优
秀读物予以表彰。中共淮北市委
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编撰出版的

《淮北党史丛书》（《淮北百年党史》
3 册、《淮北党史人物》），获安徽省
社科普及优秀读物奖。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深挖

“红色富矿”，充分发挥党史以史鉴
今、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组织编
写了《淮北党史丛书》，生动展示
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淮北人民

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
践及取得的辉煌成就，讴歌了共
产党人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奋
斗、开拓和牺牲精神，为全市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提供鲜活教材。通
过开展党史书籍进机关、进企业、
进学校、进农村、进社区、进军营

“六进”活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及青少年学习了解淮北党
史，从中感悟党的初心使命，发扬
党的优良传统，赓续党的精神血
脉，为加快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力
的创新淮北、实力淮北、美丽淮
北、幸福淮北、效能淮北，全面开启
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淮北新征
程凝聚精神力量。

本报讯 为强化水泥市场秩序
治理，推动我市水泥行业高质量、
健康发展，10 月 11 日至 14 日，市、
县区两级产品质量监管人员联合
安徽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技术专家，对全市8家水泥获证企
业进行全覆盖专项监督检查。

据介绍，此次监督检查是根据
国家、省、市有关部门《关于提升
水泥产品质量规范水泥市场秩序
的意见》文件要求，按照规定的流
程、方法和内容重点检查获证企

业的生产许可规定条件保持情
况，全程使用“智慧质量”信息化
系统现场查阅文件资料、查看生
产和检验场所及仓库，现场询问
工作人员。对企业的生产现场、
人员能力、必备设备、产品检验、
标识标注、关键点质量控制等环
节，逐项指出企业存在的问题，要
求生产企业进一步落实产品质量
安全主体责任，完善质量管控体
系，将问题整改到位。

据介绍，市市场监管局下一步
还将对水泥生产企业的水泥产品
开展全覆盖质量监督抽查。

本报讯 记者近日获悉，
“皖美消费、乐享江淮”相山区
“约惠相城·云享欢乐 GO”
2021 金秋消费季第一批电子
消费券，将于10月22日下午3
时，通过市传媒中心“云享欢
乐购”直播等平台发放。广大
市民领券后，可在淮北市养生
堂大药房各门店使用，使用期

限至10月31日。
金秋消费季活动由相山

区人民政府、市传媒中心主
办，市商务局支持，相山区商
务局、淮北市广播电视传媒有
限责任公司承办，采取政府补
贴、商家让利，带动线上线下
两个场景，汇聚相山区餐饮、
商贸、家居等优质资源，开展
系列主题消费促进活动，包括

“约惠相城·擎动未来”车友联

动促销节、“约惠相城·乐享生
活”家居家电生活节、“约惠相
城·云享好味道”美食文化节、

“约惠相城·GO惊喜”炫夜生
活节等。通过高质量的消费
供给、实打实的优惠让利、不
打烊的商家促销，形成政企银
多方联动的合力，为消费市场
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真正
把全城联动的消费季，打造成
全民购物的嘉年华。

整个金秋消费季活动持
续到11月30日。期间将通过
市传媒中心“云享欢乐购”直
播等平台，不定期推出更多专
场消费券、美食消费券，总额
度达百万元。广大市民朋友
可关注“淮北发布”“淮北传媒
发布”“相山发布”微信公众
号，了解消费券发放动态。

领取消费券方式：1. 下
载银行业统一 APP“云闪付”

实名注册并绑定境内发行的
银联实体卡。2. 关注淮北市
传媒中心“云享欢乐购”客服
微信号进入直播观众群。3.
进入“约惠相城·云享欢乐
GO”2021 金 秋 消 费 季 直 播
间，点击云闪付进入“约惠相
城·云享欢乐 GO”2021 金秋
消费季专区领取消费券。此
外，市民朋友可与主播互动，
参与抽奖。

本报讯 10月17日，在烈山区
榴园村，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悄然显
现。原本平淡无奇的墙面，经过淮
北师范大学青年志愿者的艺术绘
制，摇身一变成了村里的网红景
点。

当日，淮北师范大学经济和管
理学院组织志愿者在烈山区榴园村
开展了“乡村振兴青年行，彩绘乡村
我助力”主题活动。起稿、描边、调
色、绘制……白墙前，志愿者手中的
画笔起起落落，颜料与线条的绝妙

搭配，勾勒着田间阡陌的丰收景象，
不时引得过路的村民驻足观赏。

经过志愿者共同努力，一幅秋
日丰收彩绘图最终完成。原本枯
燥单调的墙面变得漂亮生动，不仅
扮靓了乡村，还使广大村民在潜移
默化中接受优秀文化的熏陶，促进
农村文明新风的形成，成为展现乡
风文明新风尚的亮丽风景线。

“能够发挥自己的美术特长，
开展乡村彩绘志愿服务活动，让乡
村的环境变得更好了，我觉得非常
骄傲和自豪。今后，将参与更多的
志愿服务活动，让自己的人生变得
更有价值。”志愿者王佳璇说。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烈山区人
民法院了解到，在新收案件数年度
同比增长 17.09%、9 月同比增长
49%的新形势新变化下，烈山区人
民法院案件结案率持续9个月位居
全市法院第一、全省法院前列。

今年以来，烈山区人民法院坚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
神，紧紧围绕执法办案第一要务，全面
发力、多点突破，努力实现案件结案率
85.63%。面对收案新形势，法院加大
执法办案力度，实现结案数同比增长
11.63%，案件自动履行率51.61%。深
入挖掘办案堵点，加大重点案件的监
测力度，找准切入点和着力点早日化
解，调解率达到47.15%。

针对结案态势，全院干警牢固

树立宗旨意识和大局意识，院庭长
主动发挥司法主体作用，监管督促
完成结案任务，20天内审结占比案
件为 789 件，占比排名位居全市第
一。各庭室深化部门衔接合作，畅
通高效结案渠道，确保均衡结案，
均衡结案度同比上升18.13%。

结合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成果，
烈山区人民法院严格队伍管理，切实
提升干警业务能力和水平。坚持审
管通报制度，27次多形式定期通报提
高了办案人员争先意识。为增强群
众司法获得感和满意度，法院干警践
行初心使命，努力服判息诉率达
86.91%，实现案件结案目标任务。

市市场监管局开展水泥产品监督检查

寻访红色印记 传承红色基因

烈山区青少年红色课堂开讲

淮师大青年志愿者彩绘乡村助力振兴

《淮北党史丛书》获省社科普及优秀读物奖

烈山法院案件结案率
持续9个月位居全市法院第一

相山区“约惠相城·云享欢乐GO”2021金秋消费季持续进行

第一批电子消费券本月22日发放

定格美丽瞬间
——相城“90”后清洁工劳动之余微信晒秋色

郭奇工作之余喜欢在微信和抖音里分享美景。

网球比赛
激战正酣

10月19日，我市第十一届运动会网球比赛在市体育场开赛。赛场上，各位运动员技术全面、态度严谨，展现了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体

育精神，随着赛事的推进，场面扣人心弦，精彩场面层出不穷，充分展示了网球运动独特的魅力。

■ 摄影 记者 冯树风 通讯员 朱贵发 实习生 田星雨 杜彧璇

10月17日，市第十一届运动会暨第五届职工运动会武术套

路比赛在淮北少林文武学校举行。比赛据选手年龄分高中组、

初中组、小学组，设长拳、南拳、太极拳、长枪、棍类、刀、剑、传统

拳术、传统器械等32个比赛项目。比赛共吸引了全市300多名选

手参加角逐。

■ 摄影 记者 梅月 通讯员 朱贵发 实习生 杜彧璇

武术套路比赛举办

■ 记者 徐志勤 通讯员 周明华

■ 通讯员 小亮 摄影报道

■ 记者 刘露 通讯员 吴晓梅

■ 记者 齐新亚
通讯员 苏先锋 许梦雪

■ 通讯员 林凌

■ 记者 俞晓萌 通讯员 王强

■ 记者 王陈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