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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文明城市 交通秩序先行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革命老区
歙县溪头镇汪满田村 92 岁老党员汪在
君又一次来到村里的红军烈士陵园，敬
礼、鞠躬，静坐、哀思，表达对革命先烈
的缅怀之情。

这座烈士陵园，寄托着汪在君的深
厚情感，也砥砺着他的初心和使命……

1927年，汪在君出生在歙县汪满田村。
童年时，汪在君常坐在家门口的石

板凳上看人来人往，听大人讲红军故
事。他在幼小的心里认定“只有共产党
领导的红军是真心对老百姓好的”。

“有一次，红军到村里来，路过我家
门口，看见我穿着破烂，便把衣服给我
穿，还关心我家的生活情况。”汪在君亲
身感受到了红军恩情。当红军团长问
他长大了想干什么时，他坚定地说：“我
长大也要像你们（红军）一样。”

1934年，由方志敏率领的红军北上

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其中一路红军途
经汪满田村西山降时，遭遇国民党部队
围追堵截，双方发生了激战。红军方面
团长王吉山等 18 名将士壮烈牺牲。他
亲眼目睹了乡亲们把牺牲的红军遗体
埋进战壕。

1947 年，刚满 20 岁的汪在君如愿
参军。在部队，平日里，他勤学苦练，磨
砺杀敌本领；战场上，他胆识过人，英勇
善战。

1949 年 11 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1958 年 3 月，因身体原因，汪在君
光荣复员，回到家乡汪满田村。

“汪满田，实可怜。”在汪满田村，村
民们口中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自嘲的
话语，它朴素地表达了这个村庄落后的
发展面貌。

汪满田村地处歙县西北角，距离县
城 35公里，从溪头镇政府前往村中要盘
旋绕过一个山头再下山，交通极为不
便，发展条件先天不足。

看到家乡的落后状况，汪在君着实
坐不住。复员那年 8月，经历丰富、头脑
活络的他当上了汪满田大队书记，他
想：必须把村里的生产搞上去，才对得
起生我养我的这方水土，对得起这份职
责和使命。

上任后，汪在君发扬在部队养成的
优良作风，带领村民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先后建成了当时全县农村第一个发
电站，建设了村中心石桥、村组道路等
基础设施，办起了村学校、大会堂等公

益事业，拓荒造田、建设茶园，大力发展
经济。

1985 年，汪在君光荣退休，但为人
民奉献的事业依然在延续……

在汪在君的心中一直有一个夙愿，
就是为在 1934 年战斗中牺牲的红军烈
士修建一座陵园，既让烈士灵魂安息，
也为了教育后人、铭记历史，让革命精
神世代传承下去。

经过多方协调、积极争取，2005年，
上级终于批准在汪满田村松源桥头修
建红军烈士陵园，并竖立革命英雄纪念
碑。得知这一消息，汪在君“兴奋得睡
不着觉”。他不顾年老体迈，义务参加
征地、材料选购、工程监督等工作，还与
村干群一起，冒着秋雨，在西山降的丛
林之中寻找烈士遗骸和战场遗留物，将
它们小心翼翼地放入烈士木棺中。

陵园很快建成。站在纪念碑前，面
对熠熠生辉的“红军烈士陵园永垂不朽”
几个大字，汪在君抑制不住激动的泪水。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当年红军战
士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悲壮故事，汪在君
主动承担起了义务讲解员的工作。

烈士陵园距离汪在君家有两里多
路。每年，除了给人讲解外，他坚持祭
扫、守护陵园。每回前来，他都会在墓
碑旁静坐良久。

汪在君时常叮嘱儿子：“信仰的根
基不能动摇，革命的精神不可丢失，假
如哪天我不在了，你们也一定要替我守
护好烈士英灵，守住精神丰碑。”

“我长大也要像你们（红军）一样”

“要对得起职责和使命”

“革命精神要世代传下去”

汪在君良久静坐在墓碑旁。 樊成柱/摄

本报讯 早上 7 时 50 分，市中
心城区黄山路和前园路的交叉路
口，车辆、行人川流不息，但秩序井
然。近一段时间来，为提高路口通
行效率，规范道路通行秩序，我市
交警部门对部分路口进行了优化
调整，让市民出行更加文明有序。

黄山路和前园路的交叉路口
长期以来交通情况复杂，车辆流量
大，经常出现交通拥堵现象。为有
效缓解现状，改善交通环境，交警
部门对该路段进行了优化调整，将

“右转箭头灯”调整为“圆饼灯”；增
设了非机动车道等候区、机动车的
分道线；增加了非机动车掉头车道
等。

市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二中
队中队长许俊慧说：“这些优化调
整不仅让交通秩序更加规范井然，
也提高了市民的过街效率。现在
市民只要在等候区等候，不管去往
任何一个方向都可以一次性过街，
大大提高了非机动车驾驶员的过
街效率，减少了等候时间。还有我
们在斑马线两头台阶处新增的‘请
勿越线等候’提示标语，以前没有
这标语，行人为了方便会站到人行
道上面等候，现在必须要站在斑马
线两边的台阶上，不仅更安全，而
且也更文明。”

安全、畅通的交通环境是城
市文明的缩影。下一步，市交警
部门将陆续对市中心城区其它路
口进行优化调整，不断提升城市
道路的通行能力，提高市民文明
出行意识。 ·李晓洁·

92岁老党员汪在君：初心如炬 照亮征程
□ 本报记者 胡利龙

小练：贫困村吃上“红色旅游饭”
（上接第一版）红色旅游的发展

不仅带旺了小练的人气，也为乡村振
兴和脱贫攻坚奠定了基础，开设红军
食堂、农家乐，从事卫生保洁、帮厨服
务、项目建设等，众多村民从中受益，
实现了整村脱贫，贫困户何希生就是
其中之一。何希生前些年因妻子生
病致贫，这两年通过制作蜂箱，再加
上茶叶、帮工等收入，年收入可达 2

万余元。“真心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
的帮助，让我们的生活越过越好了。”
何希生感慨。

为打好红色文化旅游这张牌，小
练村正着手更多尝试。桂权告诉记
者：“下一步村里将打造支部文化主
题广场，并丰富红色旅游业态，让红
色旅游助力更多革命老区群众脱贫
致富。”

西瓜节上欢乐多

▶8 月 3 日，歙县北岸镇在瞻淇
村举办首届西瓜丰收节，1000 多名
游客与当地农民庆丰收，认购西瓜
助力脱贫。

瞻淇村是全国历史文化名村、
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瞻淇西瓜种
植由来已久，今年种植聚宝、西农、
郑杂、丰抗等品种西瓜 130 余亩，总
产量可达 23 万公斤，单项收入超 70
万元。瞻淇村地形地貌及土质适合
种植西瓜，加上地膜覆盖和有机肥
栽培，这里的西瓜汁多、果肉细腻、
瓜瓤甜脆甘美，在长三角地区有一
定的知名度。

吴建平 叶斌 钟伟/摄

◀8 月 3 日，徽州区呈坎镇灵山村举办主题为“消费扶贫 助农
增收”的第四届徽州灵山西瓜节趣味运动会。西瓜采摘认购会、

“灵山西瓜王”评选、农民西瓜趣味运动会、文旅融合送戏下乡……
瓜农和游客一起在丰收的喜悦和趣味运动中共话丰收、共享清凉。

据了解，为促进消费扶贫，助力农民增收，镇村两级鼓励贫困
户种植西瓜。今年，共有 24 户贫困户收获灵山西瓜 2.5 万余公
斤。目前，通过举办灵山西瓜节发动企业认购贫困户西瓜，各企业
认购订单已达 1.5万余公斤。此外，该村还大力引导贫困户发展灵
山贡米、徽州贡菊等山区特色种植产业，实现增收脱贫致富。

朱莉娅 洪慧 于智/摄

推动市县巡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屯溪区委巡
察办了解到，今年以来，屯溪区委瞄准
百姓身边的“微腐败”，延伸巡察监督触
角，积极推进巡察向村、社区党组织延
伸，着力打通全面从严治党“最后一公
里”。截至目前，该区已完成对 38个村、
社区的延伸巡察，占延伸巡察全覆盖任
务的 70.9％，发现问题 103个，督促立行
立改 14 个，挽回经济损失 120 余万元，
巡察利剑作用进一步彰显。

今年 3 月中旬至 4 月底，区委第一
巡察组对奕棋镇所辖 9个村进行了延伸
巡察。巡察组围绕中央和省、市、区委
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基层党组织建设、

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基层党员干部作
风、专项经费使用等重点，坚持问题导
向，认真梳理近年来的来信来访情况，
摸清群众集中反映、较为突出的问题，
增强巡察针对性。巡察期间，巡察人员
主动深入村民家中及群众集聚点，了解
村情民意，听取问题反映和意见建议，
并通过有针对性地开展巡察谈话，查阅
档案资料、财务账目等方式，着力查找
和发现问题，形成“问题清单”。

针对巡察组反馈的问题，奕棋镇江
村高度重视，立行立改，成效凸显。当
记者走进江村党群服务中心，只见村务
公开栏里，农村低保情况公示表中户主

姓名、家庭成员人数、家庭困难原因、保
障人数、月补助金额等信息一目了然。
据村负责人介绍，当地凡是与群众生活
密切相关的事项，均已被列入为民服务
全程代理范围，推行一点受理、一站办
结，畅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确保
事事有答复、件件有回音、样样有落实。

为拓宽村情民意反映渠道，架起党
群之间沟通的桥梁，江村党总支扎实推
进党员“联户连心”工程，真正为群众办
实事、做好事、解难题，江村现有村民
366 户，党员 68 名，目前参与联户的党
员多达 56 名。通过推进村级延伸巡察
全覆盖，如今江村党群关系更加密切，
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不断增
强。

区委第二巡察组在对昱东街道荷

花池社区开展巡察中，发现党建工作存
在“ 为 民 服 务 不 够 精 细 化 ”等 薄 弱 环
节。4月 22日，该社区针对巡察反馈问
题，立即采取引导社会各界主动认领

“微心愿”的整改措施，着力提升精准为
民服务水平。

家住黄山茶城的汪丽兰，得知荷花
池社区开展“微心愿”征集活动，她便
表达了“想要一个测血糖仪”的“微心
愿”。没想到时隔不久，她的“微心愿”
就被点亮了。截至目前，该社区征集
弱势群体的“微心愿”29 个，已有 13 人
实现了“微心愿”。屯溪区委巡察办有
关负责人说，这是推进村、社区延伸巡
察全覆盖、提升群众获得感的具体例证
之一。

·许 晟·

屯溪区：延伸巡察全覆盖 提升群众获得感

政策宣传全覆盖 精准辅导无死角

徽州区税务局力促减税降费落地生根

本报讯 税源管理部门、税务分
局是税务机构的“神经末梢”，是落实
减税降费政策的“最后一公里”。徽
州区税务局主动作为，深入企业，当
好政策落实“主攻手”。

“我们月销售额 10 万元以下的
是不是不用交增值税？”“我们企业所
得税怎么减？”在潜口税务分局“减税
降费小课堂”，税务人员耐心地解答
着纳税人的涉税咨询，对减税降费系
列优惠政策进行了重点宣传和解释，
鼓励纳税人用活优惠政策、规范经营
管理，进一步做大做强。

为确保减税降费政策“实打实”，
徽州区税务局建立了 4000余户包保
分户清册，确保包保服务全覆盖，目
前该局已经完成全部包保户的“送政
策、送服务、问需求、帮享受”工作，切

实保证纳税人懂政策、能享受，真切
感受到减税降费的力度与温度。

徽州区税务局坚持从纳税人实
际需求出发，因地制宜进行政策宣传
辅导。“我们会从政策内容、政策口
径、适用标准、办税缴费流程到申报
表填报等，仔细进行辅导，让纳税人
充分享受新政策带来的实惠。”税务
局工作人员介绍。

“我们企业既是一家小型微利企
业，也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不同以
往的各类资料报送，现在只要如实填
写纳税申报表即可享受税收优惠减
免政策，确实是便捷化、低成本。”黄
山星河机器人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吴达山赞叹。

据了解，为全力推进减税降费政
策落实，徽州区税务局各部门按照统
一部署 ，发 挥 主 观 能 动 性 ，通 过 办
好 政 策 培 训“ 服 务 班 ”，建 好 微 信 、
QQ“服务群”，优化导税咨询“服务
窗 ”，设 立 上 门辅导“服务队”等方
式，实现了政策宣传全覆盖，精准辅
导无死角。 ·王翔天宇 方亚强·

革命星火从这里燎原
（上接第一版）就在此时，不幸的事情
悄然发生，敌保安司令部获悉情报
后，于当晚率领军警 200余人包围了
小练村。凌晨两点，敌人冲进村庄，
疯狂砸门捣户、放火焚屋，搜捕共产
党员和革命群众，在浴血奋战中，除
特委书记宁春发携部分重要文件突
出重围外，当场有 28人牺牲，刘伯林
等 40余名党员、群众被敌人抓获，在
解押途中又有 25名革命群众被集体

枪杀，刘伯林等 5位共产党员随后在
屯溪被枪杀。

“小练惨案”的血雨腥风并没有
吓倒革命者，1934 年，闽浙赣省委在
屯溪重建皖南特委，革命群众在党的
领导下前赴后继，迎来胜利的曙光。

“赤血洗心传星火，青山埋骨著
春秋”。重温这段历史，看着母亲的
烈士证明书，凌金莲老人的眼中透着
怀念和自豪。 ·祁俊 汪悦·

8 月 2 日，黟县举行全县干部职工拔河比赛暨趣味运动会，来自全县各乡
镇、各企事业单位的 14 支代表队参加比赛，通过拔河、毛毛虫、珠行万里、强力
绳套环等项目的开展，大力宣传全民健身活动，树立全民健身的社会新风尚。

韩丹妮 汪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