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一版）同时创新设置“书记问答”环节，
由区委书记现场提问，村党组织书记当即作答，
现场检验工作成效和工作能力。

“书记问答环节不仅有之前干了什么，怎么
干的，还包括下一步的努力方向。”黎阳镇傍霞
村党支部书记洪秋芬表示，这无疑传递出一个
信号：村干部只有真正做实事，才有东西“晒”给
大家看，而且还要继续谋划好下一步的产业发
展，找准各村产业支撑点，绝不能因为擂台赛比
完了，工作也停止了。

为了营造你追我赶的比拼氛围，根据“擂台
比武”成绩，该区对排名靠前的村给予真金白银
奖励，特别是对 2018年度村集体经营性收入未
达 10万元但最终进入前四名的村，另行给予 10
万元奖励，并在之后两年进行评估复查，合格的
每年继续给予不低于 10万元的奖励，进一步固
化整治成果、推动经济发展。

“擂台比武”并非比完了事。该区借助此次

活动，把党员常态化参与农村“清洁行动”作为
党日活动固化下来。截至目前，组织 1782名农
村党员开展“村庄清洁、扮靓家园”主题党日
162 场次，推动结对共建单位 1300 余名在职党
员进村入户，开展义务清扫、慰问帮扶等活动
122场次。

同时，充分发挥“一约四会”“妇女连心会”
“巾帼志愿服务队”等农村自治组织作用，引导
村民义务投工投劳，安排老党员、老村干等为
主要成员的“五老理事会”，不定期开展巡查

“回头看”活动，确保及时发现并整改问题。积
极开展创建评比活动，评选出“美丽庭院”132
个、“十星级文明户”163 户，结合设立村庄清洁
行动红黑榜，有效提升村民文明意识，形成“支
部引领、‘两委’带头、党员先行、村民参与”的生
动局面。

通过开展“擂台比武”，屯溪区积极营造了
“担当、认真、坚持”的谋事干事氛围，进一步调
动了村干部队伍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
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有声”保驾护航。

·路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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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召开对口协商会

建言医养结合发展
本报讯 8月 14日，市政协加快

推进医养结合发展对口协商会在屯
召开。副市长程红到会并讲话。市
政协副主席胡宁主持会议。

程红指出，近几年来，我市坚持
试点先行、稳步推进，医养结合工作
取得一定成效，人民群众满意度明显
提升。要牢固树立大健康理念，坚持
问题导向，立足优势、拓宽思路、重点
发力，建立健全相关体制机制，逐步
破解优质资源供需矛盾、政策支持不
足、专业护理人员短缺等难题，积极
探索、着力完善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

医养结合模式，不断拓展健康养老服
务，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健康
养老服务需求。

胡宁指出，加快推进我市医养结
合发展，既要破好题、走稳路，也要讲
创新、出特色。市政协将持续关注我
市医养结合发展情况，为推进我市医
养结合事业发展取得新成就贡献政
协智慧和力量。

会议通报了《关于加快推进医养
结合发展的建议（草案）》及全市医养
结合发展情况等。与会人员围绕主
题作了交流发言。 ·刘 晨·

推动市县巡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强化主体责任 严格跟踪问效

我市做深做实巡察“后半篇文章”

翰墨飘香颂祖国

本版责任编辑/张之代 E-mail:hsrbzbb@163.com

2019年 8月 10日，强台风“利奇马”
肆虐，黄山青年李夏在救灾中被洪水卷
走，年轻的李夏永远离我们而去。他将
自己的生命永远定格在 33 岁，定格在
宣城市绩溪县荆州乡胡家村——他工
作的岗位上。

8月 13日，英雄的灵柩被运回生他
养他爱他的家乡屯溪。这位年轻帅气、
恪尽职守、对党忠诚的时代好青年将魂
安故土。

“妈妈，我不要爸爸走，我要把这个
变形金刚送给爸爸，让他去打怪兽来保
护我。”5岁的女儿将手里一直拿着的一
个桔黄色的变形金刚放在李夏的墓碑
前面。望着年幼的女儿，因悲伤过度、
连续四天没有合眼的李夏妻子宛云萍
忍不住了，再次紧紧抱住自己的女儿，
失声痛哭。“爸爸没走，爸爸没走，他以
后天天都会在家里陪我们，再也不用去
上班了。”

李夏是土生土长的屯溪人，父母都
是普通工人，爷爷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
美援朝战争，从小有着很好的家庭教育。

“这孩子从小话不多，但事情做得
漂亮。他是属于少说话多做事的那种
实诚人。”看着李夏长大的姨妈褚军说，
外甥走了，全家人悲痛万分。同时也十
分骄傲，因为他是为抢救人民群众的财
产而牺牲的。

李 夏 是 2004 届 屯 溪 一 中 的 毕 业
生，以优异成绩考入大学。高中 3 年，
他学习努力、积极要求上进，经常参加
团课、志愿者、雷锋月等活动，树立了积
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曾经担任
他 3 年班主任的陈建勇老师这两天一
直在“陪”着李夏（从绩溪到屯溪，为他
送行）。他说：“我的学生很多，但能算
是亦师亦友的，李夏算是其中一位。他
是一名本分老实的学生，和同学之间的
关系都特别好。

在大学期间，李夏踏实勤奋，不张
扬。李夏因公殉职的消息传到他曾经
就读的位于北京的防灾科技学院后，师
生们被他的英勇事迹深深感染。“我们
2016年在安徽聚过一回，当时约了他好
长时间才聚上，他平时很忙，周末常加
班，没想到那次竟成永别。我们学的专
业就是应急救援，他最清楚哪里有危
险，可是为了工作，还是义无反顾地奔
向最危险的地方。”曾经同一宿舍的同
学郑少辉感慨地说。“面对台风，他依然
没有退缩。可我的学长，再也回不来
了。崇德博智，扶危定倾。我想这是学
长用生命，给我们防灾人上的最后一
课。”学弟陆五千说。

在防灾科技学院教师群里，老师们
看到李夏的感人事迹后，纷纷表达哀
悼，“母校以你为荣，英雄一路走好”。
校友们纷纷留言，“学长用行动践行了
防灾人的责任和担当，用生命诠释了共

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程向阳 樊成柱 吴玉莲·

相关链接：李夏，男，汉族，安徽屯溪
人，1986 年 7月出生，2007 年 9月参加工
作，2014年12月入党，大学文化。历任黄
山市永佳集团工人，铜陵市地震局信息中
心技术员，绩溪县长安镇人民政府科员，长
安镇纪委副书记、监察室主任。2018年12
月到荆州乡工作，任荆州乡党委委员、纪委
书记、县监委派出荆州乡监察专员。

记者手记：“初心不因来路迢遥而
改变，使命不因风雨坎坷而淡忘。”这是
李夏微信朋友圈的个性签名，如今却成
了他短暂但光彩一生的写照。

做人本分，做事踏实，是李夏的亲
朋好友、同学邻居以及他工作的扶贫村
群众对他的一致评价。

李夏，生如夏花，生命短暂。可他
却用自己坚定的初心和党性绽放出了
一名人民公仆的灿烂光辉。

生如夏花 灿烂绚丽
——亲朋好友追忆李夏

本报讯 8月 14日，记者跟随市
创城办一行来到高新区部分小区、村
庄、背街小巷，开展“双创双月”集中
攻坚行动督查，发现一些小区、村庄
环境不尽如人意，创建质量有待进一
步提升。

督查中发现：长运家园南苑小区
入口处宣传栏上晒有衣物；小区楼道
内杂物乱堆放、墙面未设置文化墙、
灭火器失效且无记录卡；小区消防通
道口被占用、无消防通道分布图；小
区私家车乱停放。长运家园北苑小
区出入口未展示市民公约、居民公
约、“黄山文明 16条”等宣传内容；楼
道内杂物乱堆放、墙面未设置文化
墙、灭火器记录牌长期未更新检查内
容；楼道外电瓶车私拉电线、随意停
放；小区内部杂草丛生、不文明晾晒、

垃圾桶未分类；消防通道口被随意停
放的电瓶车堵塞，未张贴消防通道分
布图。

新潭故里小区内路面未清扫，整
洁度低；垃圾未入桶；公益广告破损
陈旧；住户私自圈地种菜；私家车乱
停放；消防通道外部堵塞，车辆无法
从通道进入小区；楼道内墙面未设置
文化墙、灭火器无记录卡。

竹林村入口处占道经营严重，垃
圾遍地，有异味；村委会显著位置未
见核心价值观、“讲文明树新风”等公
益广告。

梅林村村委会大厅内停放有电
瓶车；显著位置未见核心价值观、“讲
文明树新风”等公益广告；村委会外
广场绿化带上非机动车乱停放现象
不同程度存在。

新潭镇政府门前道路，私家车在
路边随意停放；沿路未见公共厕所；
灯杆公益广告单一；部分垃圾桶伴有
污渍且无盖，异味四散。·李晓洁·

部分小区及村庄创建质量有待提升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市相关部门
获悉，截至目前，六届市委先后开展七
轮常规巡察，巡察监督 64 家单位，针对
巡察发现的突出问题，实行重点督查督
办和对账销号整改，确保问题“件件有
着落、事事有回音”。

针对市委巡察组反馈的 32个问题，
市交运局党组严格落实整改主体责任，
坚持问题导向，制定整改方案，细化整
改 措 施 ，精 准 聚 焦 发 力 ，认 真 落 实 整
改。目前，该局通过巡察整改，问责二
级机构 3 家，追责问责 11 人，新建完善
制度 56项。其中，针对项目建设领域乱
象丛生问题，实行班子成员分区县联系
重点项目包干负责制；针对违规发放津
补贴突出问题，开展自查自纠，彻底清

退到位，同时，强化责任追究，建立规范
津补贴发放长效机制。

在第二轮巡察中，市委巡察组向原
市文化委反馈“对二级机构监管不力”
和“违规发放津补贴”等 20 个问题。该
委切实扛起整改主体责任，第一时间成
立整改工作领导小组，深刻剖析问题根
源，研究制定整改措施。针对二级机构
违规发放津补贴问题，逐笔逐项调查核
实，查清问题，落实整改，厘清责任，建
章立制；通过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加大
对二级机构的监管力度。目前，巡察整
改任务已完成，新建完善制度 14 项，追
责问责 9人。

“市社会福利厂原主要负责人存在
违规低价处置国有资产、违规发放津补

贴、贪污挪用公款等问题。”2017年 9月，
市委巡察组向市民政局反馈巡察意见。
作为主管部门，市民政局党组照单全收
反馈意见后，依纪依规给予该厂主要负
责人党纪政务处分，对违规发放的津补
贴予以全部清退。截至目前，巡察反馈
该局的 33个问题已得到有效整改，新建
完善制度 13 项，挽回经济损失近 36 万
元，责任追究 9 人。该局主要负责人表
示，将以巡察整改为契机，严格落实“一
岗双责”，坚持“以案示警”，注重完善制
度，巩固整改成效，全方位铸就反腐倡廉

“防火墙”，推动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
市委巡察组在巡察原市经信委时，

发现新型工业化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存
在严重漏洞问题。针对巡察反馈问题，
该 局 积 极 会 同 相 关 部 门 全 面 核 查
2015-2017 年“借转补”项目，约谈相关
企业主要负责人，全部收回企业违规获

取资金；委托第三方机构对 2017年以前
“借转补”项目开展验收评审，对验收不
合格的项目，全部收回前期已拨付的项
目借款，同时进一步修订完善《黄山市
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
理办法》。

推动问题的解决是巡察工作的落
脚点。我市在巡察整改工作中，抓住关
键环节，创新建立“巡察整改约谈”“重
点问题交办”“三级督查督办”“五层审
核把关”“整改情况通报”“整改成果报
告”等六项工作机制，强化对巡察整改
的日常监督、严格把关和跟踪问效，确
保巡察整改见底见效。目前，六届市委
巡察已反馈问题 1197个，整改完成率达
94.99%，建立完善制度 862 项，挽回经
济损失 1287.7 万元，追责问责 89 人，进
一步发挥了巡察震慑、遏制、治本作用，
实现了巡察成果运用最大化。·许晟·

暑期的宏村，骄阳似火，随处可
见的写生学生和游客让这个小村庄
变得十分热闹。穿过长街和深巷，耳
边的喧闹声渐渐归于平静，一处幽静
之所也在长巷尽头缓缓出现。一扇
简单的木门，一处小小的“张公馆”标
志，不加注意，或许会在不经意间错
过。

推门而进，迎面是一处巨大的宝
蓝色露天游泳池，热带芭蕉树，躺椅
遮阳伞，颇有一派三亚的景象。池外
种上了荷花，在粼粼波光的映照下分
外娇艳。经过泳池往里走，可谓是别
有洞天。谁能想到，在一扇不起眼的
木门之后，竟然掩藏着一处动静皆宜
的后花园。一汪池水，绿树成荫，舒
适的沙发榻，精巧的小盆景，一步一
景。这是一处安静的园林，随处都有
停歇、品茗、阅读之处，茶香、书香袅
袅。西面是整体的书房，跳跃的紫
色 、红 色 靠 垫 ，增 添 了 老 宅 子 的 活
力。东面则是一处阳光房，宽大的皮
沙发，暗色的茶几，颜色调配得恰到
好处。四处走走，便能看见管家正在
花丛中修剪枝桠，藏在树丛背后的中

式瀑布水景让人倍感清凉。园林中
也有动物的生机，几只八哥在鸟笼里
叽叽喳喳，逢人经过便会说“你好”，
据说它们心情好的时候，还会背上一
整首《静夜思》。两只小猫欢脱地跑
前跑后，追逐嬉戏，完全不怕人。这
一派浓郁的生活气息让人瞬间便能
放松下来。离开中堂，从旁边的侧门
进入，是一处小小的院子，一汪池水，
五彩斑斓的锦鲤欢快游戏，为安静的
院子增添了更多的生气。

公馆主楼是一幢典型的徽州老
房，高高的天井，敞亮的厅堂，金字的
牌匾，中规中矩。厅堂里地面由红砖
和青砖铺就，主人收藏的各类小物件
随处可见。桌上、墙上，处处点缀着
花花草草，古旧陶瓶里还插着鲜艳的
小野花。18 间客房间间都经过主人
的精心设计，自成一景，其中更有可
以看见灿烂星河的月光房。

公馆老板姓张，大家都亲切地喊
他“张老爷”。据说这张公馆最初买
来，也只是依着“张老爷”喜欢，想给
家人一个休闲放松的地方，谁知因缘
际会，渐渐竟成了客栈。据介绍，来
这里的都是慕名的客人，以北京人上
海游人居多。公馆每年仍在不断修
葺改造，因此，每一次来，客人都会在
熟悉中发掘到一点新的不同。

凉风习习，木凳茶几，八哥学舌，
鱼游池底。张公馆是自己的世界，更
是朋友的天堂。 ·李晓洁·

宏村张公馆

长街深巷里的园林时光

丹 青 妙 笔 绘 盛 世 ，翰 墨 飘 香 颂 祖
国。连日来，徽州区中山社区举办的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书画展吸引了广
大市民纷纷驻足欣赏。

水粉、素描、国画，草书、行书、楷书
等 40 余幅书法绘画作品，内容涵盖文明
新风、扫黑除恶、反腐倡廉、美丽家园等
方面，作品朝气蓬勃、充满了正能量，不
仅通过艺术的表现形式描绘了幸福生活
的美好景象，更抒发了群众热爱祖国热
爱家乡的无限深情。

陈蓉 张科/摄

本报讯 近日，由黄山区
大自然旅行社组织的 50名游客
赴杭州市富阳区“打卡”网红圣
地，感受新《富春山居图》的独特
魅力。这是“融杭”以来，杭州市
富阳区和黄山区“全域旅游”战
略合作取得又一实质性的进展。

据悉，近期双方旅游合作
不断。由黄山区金色假期旅行
社联合富阳区旅行社推出的

“黄山两日游”40 人首发团已
于 8 月 5 日 -6 日 游 览 黄 山 景
区；“黄山+山下游”“太平湖+
翡翠谷+乡村游”的纯玩品质
旅游线路，也组团成功，于近日
开始发团黄山区。双方旅行社
表示，后期会推出更丰富的线
路产品带动更多富阳市民走进

黄山区畅游名山秀水。同时，
两地摄影家协会正在积极开展
文化摄影交流活动，通过互派
摄影家交流采风、作品互展、宣
传共推等方式进一步推进两地

“旅游+摄影”融合发展。
为加快文旅体“融入杭州

都市圈”，7 月中旬，黄山区文
旅体局走进富阳，与富阳文广
旅体局共同举办全域旅游战略
合作座谈会，正式签署两地全
域旅游战略合作协议，搭建文
化旅游交流合作平台。在此基
础上，两地文化旅游企业积极
跟进，整合双方优势资源，实现
线路共推、资源共享、游客互
送，推动“融杭”工作取得实质
性新进展。·音晓梅 胡晓发·

线路互推 游客互送

黄山区旅游“融杭”取得新进展

本报讯 河道内挖机轰鸣，来回
穿梭；河岸边，工人们干劲十足，热火
朝天……连日来，歙县绍濂乡绍濂村
巨源河中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河道
整治正在紧锣密鼓推进中。

巨源河发源于石耳山，贯穿绍濂
村全境，承担着沿线 600余亩的农田
灌溉和 2000余人的生活用水，也是泄
洪排涝的主通道。近年，因受自然灾
害影响，河道淤塞、岸堤塌损，加之通
村公路依河而建，交通瓶颈制约也日
益凸显。

为此，该乡于 6月实施了巨源河
整治清理工程，主要对石耳到朱陈段
进行全面整治，通过清淤疏浚，修复
护岸，拆除临河搭建的瓜架，恢复被

占用的滩涂等，为整条河道“美颜瘦
身塑型”，方便群众生活。

“河道整治是件大好事，真心希
望河道变得越来越干净……”河道整
治也赢得了广大村民的大力支持。
沿河居住的群众自发整理门前堆放
的杂物，主动清理河边地脚地塝上的
杂草，用实际行动支持整治工作。

“巨源河是我村的母亲河，通过
整治还她本来灵秀面貌，让村庄更
美，为乡村振兴添彩。”绍濂村河长程
银进表示，下一步，将加大巡河力度，
进一步落实保洁员、生态巡护员职
责，发挥网格员的灵敏触角作用，建
立举报制度，群策群力实现长效管
护。 ·凌招生 徐建飞·

绍濂乡：河道整治美乡村

“擂台比武”重长效 让村村展活力

屯溪区：“擂台比武”激发村干部新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