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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DIAN

说到警察，在很多人的脑海里，
出现的可能是智勇双全、生擒罪犯的
形象；也有可能是兢兢业业，帮助群
众解决鸡毛蒜皮琐事，默默无闻的形
象。而有那么一个人，从特警到刑
警，再到基层派出所民警，全方面地
展现了警察之美，是党和人民的忠诚
卫士。他就是南黎派出所所长——
马祥龙。

下午2点，记者见到马祥龙时，他
正在测量血压，连天加夜的工作让他
近期的身体稍感不适。马祥龙说，作
为警察，虽然工作繁忙，但这个职业
却是他从小的梦想。

“深受家庭的影响，我从小就有

一个警察梦。2009年，当踏入警营的
那一刻，我就深深感受到了肩上有个
重担，我要尽最大努力做好群众的贴
心人，做好法律安全的守护人。”马祥
龙说。

从警以来，马祥龙先后经历了特
警、刑警、派出所等不同的工作岗
位。十几年里，他迎难而上，办理过
多起部、省挂牌督办要案专案。

对于一个个未知危险，马祥龙
说：“抓捕任务有轻有重、有难有易，
危险性可想而知，曾经被犯罪嫌疑人
围攻，蹲守的时候也差点从房顶上掉
下来，但是身穿这身警服，足以克服
一切，证明自己。”

贩卖毒品案、面馆杀人案、银行
抢劫案、贩卖枪支案……马祥龙和同

事们无数次放弃了假期，放弃了与家
人团聚，放弃了陪伴孩子成长的时光
……带着对家人的愧疚，经历着一次
次生与死的考验。

每次大案抓捕之前，马祥龙都要
提前跟家里人通过微信聊聊家常。
其实他心里还是有点担忧的，但是出
于保密制度，也不能跟家里人说。平
时太忙，顾不上他们，对父亲、妻子、
孩子，马祥龙觉得亏欠很多。

可就是这样一个铁骨铮铮的汉
子，有时候却是同事眼中的“暖男”。

“马所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温暖，他能
时刻关注我们的情绪，耐心细致地帮
助我们解决问题，但是工作中他严要
求、高标准，兢兢业业，是我们心中的
好领导。”南黎派出所民警们这样评

价他。
就这样，马祥龙在自己的岗位上

默默奉献，负重前行，得到了群众的
高度赞誉和上级领导的充分肯定。
他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四次、个人二
等功一次，获评2020年度全省杰出人
民警察、2021 年度全省最美基层民
警，并多次被授予淮北市优秀公务
员、个人嘉奖等荣誉。不久前，马祥
龙再添殊荣——全省公安机关 2021
年度“忠诚卫士”。

“这些虽然是对我的褒奖，但是
更多地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曾经的
荣誉已经成为过去，以后的从警生
涯，我会更加坚守底线和原则，干好
本职工作。”面对诸多荣誉马祥龙很
淡然。

43岁的吴卫星，压在身上的担
子可不少：皖北煤电招贤矿业公司
生产技术部党支部书记、生产技术
部车间工会主席、防治冲击地压办
公室主任。

“广大党员要准确定位、明责
知责，树立‘一盘棋’意识……”3月
1日，在支部组织生活会上，吴卫星
又一次强调支部党建工作融入中
心工作的重要性。年初，他与支委
碰头制定支部2022年工作要点，细
化分解党建工作任务，将冲击地压
灾害治理、智慧化矿山作为发展目
标，进一步发挥了党建引领作用。

张乾龙是生产技术部的一名
骨干。他在煤矿采、掘、设计工作
等方面虚心学习，先后申请了 4 项
实用新型专利，累计完成创新成果
10余项。去年7月，他担任了生产
技术部副部长。

平日里，吴卫星不断强化党组
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设立“党员示
范岗”“党员先锋号”等，及时发现
党员员工身上的闪光点，选树一批
技术攻关等方面的典型，鼓励党员
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现在企
业正处于‘四期交汇’的重要阶段，
需要更多的技术人员加入技术创
新的队伍，为矿山多做贡献！”吴卫
星郑重地说道。

紧凑、充实、忙碌成了吴卫星
工作的真实写照，也培养了他雷厉
风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作为一名招贤的老员工，吴卫
星见证了矿井从破土动工到正常
生产，充分认识到招贤煤矿瓦斯、
水、火、煤尘、顶板、冲击地压等灾
害耦合叠加，治理难度大。国内外
发生的每一次冲击地压事故，都让
他心里警钟长鸣，愈发感到肩上的
担子沉甸甸的。

利用休息时间，他刻苦学习冲
击地压相关知识，平时用心观察思
考和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防冲卸
压方案，并不断深入现场询问各种
方案在现场的实施情况以及分析
治理效果，做到日有打算，周有安
排，月有计划，循序渐进地提高自
己和同事的业务水平。

2020年，招贤矿业1305机巷次
生断层密集，掘进期间巷道微震，

出现锚杆、锚索崩断现象，对巷道
支护造成一定破坏。经过与中国
矿业大学及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几
位教授的多次专题分析、探讨，吴
卫星根据现场矿压显现及监测数
据综合分析情况，提出以迎头煤体
爆破卸压为主等防冲卸压措施，最
终确保了1305机巷安全掘进、切眼
安全贯通。

2020年3月29日，根据1304工
作面顶板岩性特点，合理选择关键
爆破层。针对顶板预裂孔施工过
程中钻孔成孔率和装药率不足的
情况，他采取了稳固钻机、匀速钻
进，合理控制钻速、长时间洗孔、机
械装药、改进炮头捆扎方式、专人
打孔专人装药等一系列措施，使钻
孔成孔率和装药率大幅提高。

做好党务干部，学习是关键，
吴卫星始终不忘初心，牢牢把入
党誓词铭刻在思想深处。他经常
利用业余时间和岗位锻炼的机
会，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业务素
质和政策水平。不断总结和学习
省内外党支部工作“微经验”，持
续优化“一支部一品牌”创建。对
待职工们热情真诚，关心他们的
工作成长。吴卫星认为，做好党
务工作，就得让小伙伴们时刻有
如沐春风的踏实感。平日里，他
洞悉年轻人的思想脉搏，坚持以
身边事、身边人作为最鲜活实例，
言 传 身 教 帮 年 轻 党 员 扣 好“ 扣
子”。无论多忙，他始终坚持定期
召开内部工作交流分享会，带头

“复盘”每一次重大工作的得与
失、经验与教训。

去年，他获评皖北煤电集团公
司“优秀党务工作者”。员工们深
有感触地说：“看看吴书记的工作
劲头，咱们可得撸起袖子好好干
呀！”

“抓好党支部建设不是为了
‘让谁看’，关键是要推进党支部工
作与生产经营相融相促，体现在党
支部工作的实用、管用、好用、能用
上。”吴卫星发自肺腑地说，作为一
名新时代党务工作者 ，想把一项工
作从做到，到做好，绝不是靠冰冷
的制度和严格的管理，而是靠发自
内心的热爱。“做党务工作的用心
人，做矿山安全守护人。这，就是
我的初心。”

守护初心
——记皖北煤电招贤矿业公司

党务工作者吴卫星

马祥龙的追梦人生

泥塑是我国一种古老的民间艺
术作品。濉溪县铁佛镇茂铺村 78 岁
的崔景生，从事泥塑创作整整一甲
子，他用泥巴捏出了人生百态和大千
世界，用泥塑留住了乡愁。

2月24日，在茂铺村尹湖庄的两
间不起眼的屋子，里面摆放着各式人
物的泥塑，造型迥异、生动传神，这里
便是崔景生的泥塑工坊。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喜欢看武
侠小说，对历史人物印象深刻，对农
村生活的场景记忆犹新，几十年来，
一直围绕人物、乡土搞创作。”崔景生
边说边向记者展示他的泥塑作品。

在他的工坊，各种各样的泥塑作
品琳琅满目。揉、捏、搓、刮、刻……
一双布满老茧的巧手上下翻飞，各种
形象逼真的人物、场景渐渐成型，人
物造型丰满活泼、浑厚简练，富有浓
厚的乡土气息。

泥塑是中国最古老的一门民间
艺术，上溯至今至少有 4000 多年历
史。泥塑作品能展现各个时代的社
会形态、人文、民俗民风，且构思巧
妙、灵活，造型逼真、生动，具有重要
的历史研究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

年少时的他，就常到寺庙里看雕
塑。村里有老人从事石雕、木雕和泥
塑，他就跟着学习观摩，尤其对泥塑

创作产生了浓厚兴趣。崔景生告诉
记者，制作一件泥塑作品，要经历选
土、筛选、冲洗、暴晒、调制、构思、捏
制等十余道工序才能完成。

“刚开始泥塑创作时，也遇到了
一些困难，我就自己不断改进。”崔
景 生 说 ，比 如 土 干 了 以 后 容 易 崩
裂，刚开始尝试打支架，制作过程

中，泥巴会收缩但铁丝在里面不收
缩，泥巴就又裂开了，后来他开始
尝试里面做成空心的，泥土里加入
麦草更有张力，一步步学习摸索解
决问题。

现在，崔景生每年可制作上百件
泥塑作品，以民俗乡土系列为主，以
及一些人物形象。“不管提到农村生

活的哪一种场景，我不需要多思考，
立马就能做出来。”

赶马车、打铁、卖货郎、犁地、推
磨盘、磨豆腐、儿童玩耍……在他的
作品中，包含了老手艺、农耕以及村
民的日常生活场景。这些泥塑造型
大部分都来源于崔景生的儿时记忆，
通过泥塑记录儿时的所见所闻，展示
乡里乡亲的生活，成了崔景生多年来
坚持的创作方向。

崔景生泥塑作品传承古法，造型
逼真，制作细腻。人物形神兼备，栩
栩如生；民俗风情原汁原味，生动感
人。“他以生活中神态各异、活灵活现
的百姓生活为素材，融入自己仁厚达
观、亲近乡土的生活态度，形成了独
特的泥塑艺术。”铁佛镇党委委员、宣
统委员赵永成评价说。

2019 年，崔景生还围绕当地文
化，历时三个月，制作了几十件泥塑
作品，放到铁佛镇创建的卧龙人民公
社展示馆展示。崔景生说，“铁佛历
史文化资源丰富，我希望将当地历史
文化和民俗文化结合起来，丰富作品
内容，传播乡土文化精神。”

“现在，能坚持学习泥塑技艺的
人不多。”谈及传承，崔景生说，“下一
步，我想结合当地乡村旅游业发展，
做一些文创产品，在周边再开个泥塑
培训班，找一些对泥塑感兴趣的孩
子，传承传统技艺。”

用泥塑留住乡愁
——记濉溪县铁佛镇茂铺村民间艺人崔景生

崔景生和他创作的泥塑作品。 ■ 摄影 记者 万善朝

■ 记者 徐志勤 通讯员 吴琼

■ 记者 朱冬 通讯员 魏文和

■ 记者 吴永生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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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装有燃气管道及设施的房间，不得作为卧室用
和同时使用其它燃料源。

2.严禁擅自拆、装、移、改燃气管道和设施，如需
应当向我公司申报。

3.必须遵守安全操作程序,用气完毕应关闭燃气
器具开关，正常用气时若遇突发停气，应随即关闭燃
气灶具开关，切忌开着燃气灶具等待燃气复供。

4.如遇漏气切勿用明火检查，应立即关闭燃气表
前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换气，到室外拨打电话报修，不
要开闭电器开关等，以免火花引发气体爆燃。

5.用户应经常性地对燃气器具和设备进行检查。
（1）如在室内发现燃气气味，应立即打开门窗，并

检查燃气灶具开关是否关闭。如已关闭，可能是燃气
管或是燃气表等处漏气，应立即将燃气表前总开关予
以关闭，随即到室外打电话通知燃气公司派员检查。

（2）如遇燃气支管漏气，要立即通知燃气公司，在
检修人员还未到达以前，用户切勿在室内逗留，并严
禁使用各种火种，亦不要开或关电器，以免发生中毒、
爆炸等事故。

（3）管道燃气发生泄漏时，要杜绝一切明火和
电器火花。千万不要用开排风扇和抽油烟机来排
室内的泄漏气，因为那样会容易出现电打火而引
爆。

（4）发生管道燃气故障或燃气事故时，请及时拨
打热线电话3030222。

管道燃气安全用气常识

陈 淑 平 ，就 业 失 业 证 遗 失 ，编 号 ：
3406010013021104 ，声明作废。

陈浩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声明作
废。

安徽省淮北市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皖F23588黄车辆营运证，声明作废。

姚兆凤遗失淮北市方山陵园有限责任
公司方山陵园穴位三楼九区八格 45、46 号
购买原始凭证，声明作废。

罗飞、赵瑜遗失淮北创新置业有限公司
金方·丽水园 15#1104 室购房发票，编号：
00036185，金额：116186元，声明作废。

声 明

一、受淮北市天汇建设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委托，我公司定于2022年4月1日
上午9时在（中拍平台）及淮北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拍卖以下标的：废弃石料约
55万吨，起拍价：2750万元，竞买保证金：
1500万元。

二、标的展示时间:即日起至拍卖
前。标的所在地点:杜集区程蒋山北段的
东侧，参拍条件：登陆淮北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网址http://ggzy.huaibei.gov.cn/

三、竞买登记：有意向竞买人须在于
拍卖前2022年3月31日16：30时前持有
效期内营业执照证件、验资报告、渣土运
输资质和竞买保证金缴纳凭证（账户：账
户名称:淮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账号:
1305016109024976696；开户行:工行淮北
淮海路支行），到淮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五楼520室办理手续，资料费：1000元
缴至拍卖公司。

联系电话：淮北市天汇建设投资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张 思 鼎（电 话）:0561-
3020030

淮北市亿隆拍卖有限公司 孟先生
（电话）：18856159696

地址：淮北市相山区源创客10号楼
C18室

淮北市天汇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淮北市亿隆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3月4日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将于2022年4月
7日上午10时至2022年4月8日上午10时止
在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网络拍卖。

拍卖标的：淮北市相山区相山中路
118 号瑞景凯旋城 13 幢 807 室，起拍价：
465090元。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将于2022年
3月21日上午10时至2022年3月22日上
午10时止在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
行网络拍卖。

一、拍卖标的：①淮北市相山区长线局
东侧电厂专用线南侧 302 室，起拍价：
385390.4元；②皖F13829捷豹车，起拍价：
212000元；③皖FD5313号车辆，起拍价：
653元；皖AA5A83车辆，起拍价：161764元。

二、拍卖地点：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 sf.taobao.com

三、报名时间：自公告发出到拍卖开
始前。

四、竞买手续：有意竞买者登录 sf.
taobao.com/0560/02，报名竞标并缴纳保
证金。

五、其他事项：与上述有关的案件当
事人，担保物权及其他优先购买权人届时
应参加本次拍卖会，如缺席，则丧失相关
权利，本公告视为送达担保物权人及其他
优先购买权人。

六、详情请查看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

咨询电话：18130690678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

2022年3月4日

一、拍卖标的及竞买保证金：
1.相山工商分局一楼由西向东107室；2.相山工商分局一

楼由西向东108室；3.利民巷6层4楼；4.招商大厦14楼。竞买
保证金：5000元/标的，履约保证金3000元/标的。具体内容详
见网址：http://ggzy.huaibei.gov.cn。

二、拍卖时间：2022年3月11日（星期五）上午9：00；
拍卖地点：中拍平台
三、标的展示：拍卖日前两天，标的所在地。
四、竞买登记：有意竞买者请在2022年3月10日16:00前

持下列手续办理竞买登记：
1.个人或法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2.竞买保证金缴款凭证(名称：账户名称:淮北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账号:1305016109024976696;开户行:工行淮北淮海路支行)
3.手续资料费200元/标的。
五、联系方式：18956109835 18505619052
联系地址：淮北市相山区汇景花园7幢二单元803室

安徽壮才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3月4日

相山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2 年 4 月 4
至2022 年4月5日止在淘宝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上进行网拍卖。

一、拍卖标的：①相山区古城路（淮
北市燃料总公司）01C-2幢204室。起拍
价：468489 元。②淮北市太阳城 A 区安
置房3#（原17#）101室。起拍价：603991
元。③淮北市太阳城 A 区安置房 6#905
室。起拍价：535490 元。④巢湖市长江
东路嘉和花园 12 幢 1819 室。起拍价：
269136元。

拍卖地点：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sf.taobao.com

二、报名时间：自公告发出到拍卖开
始前。

三、竞买手续：有意竞买者登录 sf.
taobao.com/0560/02,报名竞标并缴纳保
证金。

四、其他事项：与上述有关的案件当
事人，担保物权人及其他优先购买权人
届时应参加本次拍卖会，如缺席，则丧失
相关权利，本公告视为送达担保物权人
及其他优先购买权人。

五、详情请查看淘宝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

咨询电话：19556111556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

2022年3月4日

拍卖公告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
网络拍卖公告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
网络拍卖公告

商业用房五年期经营权拍租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