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类别

区县
排名

名次

1

2

3

4

5

6

7

8

单位

歙 县

休宁县

黟 县

屯溪区

黄山区

徽州区

高新区

祁门县

考评得分

90.40

89.17

87.45

87.02

86.84

85.97

85.51

80.02

市直
主要
涉创
A 类
单位
排名

1

2

3

4

5

6

7

8

市卫健委

市交通运输局

市文旅局

市商务局

市住建局

市公安局

市市场监管局

市教育局

97.17
93.98
93.59

93.46
92.89
92.28
88.78
85.80

8 月 20 日至 30 日，市文明办分别对市直 8 家涉创 A 类单位和屯溪
区、黄山区、徽州区、歙县、休宁县、黟县、祁门县及高新区开展督查考
评，重点查看社区、小区、背街小巷、主次干道、医院、农贸市场、交通路
口等 18 类 88 处考评点位，共发现问题 431 个，并将督查情况与卫生城
市创建、数字城管考评和城市社区“擂台赛”进行综合，形成创城和全域
环境整治工作 8月考评结果。现将考评情况通报如下。

创城和全域环境整治工作
8月份“月考评”情况通报

精 耕 细 作 播 种“ 中 国 梦 ”
——记安徽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辅导员赵颖虹

人才培养，关键在教师。身正为师，
德高为范，教师队伍素质直接决定着大
学办学能力和水平。辅导员作为教师队
伍的一员，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直接指
导者和引路人。他们身处学生工作第一
线，了解学生所思所想，直接影响着学生
的思想和行为。

赵颖虹是我省优秀教师的代表。从
打动一个人，到带动一群人；从尽好一份
心，到影响其一生，赵颖虹始终坚持言传
与身教相统一，认真践行政治要强、情怀
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
格要正的“六个要”要求，努力成为学生

成长成才的引路人、暖心人、筑梦人。
长期以来，我省广大教师认真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教书育人，呕心沥血，默
默奉献，自觉承担起传播知识、传播思
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
新人的时代重任，为党和人民培养了一
批又一批优秀人才，赢得了全社会广泛
赞誉和普遍尊重。第 35 个教师节来临
之际，愿更多的教师像赵颖虹一样，怀教
育之梦想，育祖国之栋梁，更加用心、用
情、用力地为学生点亮理想之灯，照亮前
行之路！
（原载2019年 9月 9日《安徽日报》）

9月 4日晚上 10点，辅导员赵颖虹关
了办公室的灯，带上门离开。她并没有
回家，而是转身走向学生宿舍。“现在是
大四学生求职和准备考研的高峰，一般
10点以后才能回寝室。”早就摸准了学生
们时间规律的她，准备趁着学期刚开始，
抓紧时间去摸排一下学生们对毕业的打
算。尽管工作只有短短 5年，但赵颖虹摸
索出了自己的经验，走出了坚定又响亮
的足音。

安徽工业大学是一所以工科为主的
省属老牌院校，尤其是在赵颖虹所在的
建筑工程学院，绝大多数都是男生。自
己怎样定位？该如何相处？怎么才能带
好？这三连问成了她一走上工作岗位就
日思夜想的问题。

2014 年秋季开学，学院领导把升到
大三的 8 个本科班级交给了刚刚上岗的
赵颖虹，而这一届学生和她的年龄相差
不到 5 岁。有好心的同事提醒她说，要

“厉害一点”，让学生们怕，才能管得住。
赵颖虹琢磨：“为什么一定要让学生怕自
己呢？让学生尊敬自己、喜欢自己不是
更好吗？”抱着“一定要当学生喜欢的好
老师”的念头，她一头扎进学生堆中。

由于之前班级管理松散，工科类课
程又难，刚接手的几个班成绩普遍不好、
挂科率高。赵颖虹决定从扭转学风、提
升成绩抓起，改变班级的精神风貌。“严
字当头、爱在其中”是她给自己定下的工
作基调。先组织班委会交流，找出了拖
后腿的几大原因，然后对症下药：针对学
生们学习目标不明确，她动员班干部带
头，每人设立一个学习小目标，再设立一
个班级集体目标，制定好奖惩措施，再发
布到各自朋友圈，定期回头看，互相监督
鼓励；面对一些学生生活懒散、爱睡懒觉
的“拖延症”，她倡导发起“男女生共同吃
早餐”活动，每天早上，结对同学互相提
醒起床，然后一起吃早餐，许多曾熬夜打
游戏的学生就这么纠正了不规律作息时
间；针对部分同学学习畏难情绪严重，赵
颖虹组织班级内部互相补缺补差，再请
来高年级“学霸”，每周在班级开一次“小
灶”……

在如此紧密、细致的工作推动下，初
为人师的赵颖虹和学生们一起渐渐尝到
了甜头。一年后，她所带的班级由倒数

逆袭为综合排名前几名，有的还荣获校、
院先进班集体。学生们的自信心上来
了、荣誉感更强了，班级管理步入了正循
环 ，学 生 们 心 悦 诚 服 地 给 她 起 了 个 外
号——“大管家”。

“现在的大学生，知识面广，想法多，
独立性强。年轻教师更容易换位思考。”
赵颖虹慢慢发现原先以为的年龄劣势，
反倒成了自己的优势。五年来，她和学
生们打成一片，学生们有困惑愿意向她
倾吐、有开心的事也会找她分享。无论
是深夜的医院守护，还是办公室的促膝
长谈，无论是活动现场的悉心指导，还是
操场上的陪伴欢呼，有学生的地方就会
有她的身影。

大学四年，辅导员和学生朝夕相处，
是学生们接触最多的教师。每逢新生入
学、重大考试、组织活动、求职就业等节
点，赵颖虹平均每天要接听 80 多个来自
学生的电话。“你们真把我的手机打成

‘热线’了，都发烫了！承蒙信任啊！”她
跟学生们俏皮地说道，语气里却充满了
欣慰和自豪。回想起刚走上专职辅导员
岗位时，一个苹果让赵颖虹体会到了信
任的可贵。

当时班级有位叫小明的同学，不爱
说话，和室友、班级同学几乎是零交流，
每天很早出门，很晚回寝室，大家也都不
知道他在干什么。因为挂科严重，引起
了赵颖虹的注意。她找到了小明，但无
论怎么交流，都难得到回应。在多次谈
话无效后，赵颖虹改变了策略，聘请他为
自己的助理，给他安排一些简单工作，并
抓住一切可抓住的机会去表扬他。“慢慢
地，他开始和我说话了；再后来，他会自
己主动找我问问题了，我感受着他的变
化。”赵颖虹回忆道，仿佛听见了冰融化
时不经意发出的“叮咚”声。直到圣诞节
的那一天，赵颖虹的办公桌上突然多了
一个苹果。她正好奇是谁送的，这时 QQ
上传来小明的一条信息：“赵老师，谢谢
您！”赵颖虹立即懂了，笑了：“我想，我应
该是走进了他的心里。”

赵颖虹的同事马江雅说，同事们都
很佩服她的工作方法，她创新意识强，善
于运用新媒体新技术，引导学生主动学
习，常常四两拨千斤就把问题解决了。
几年前，班上一名男生因为患有狂躁症，
遇到不顺的事情情绪激动要动手打人。
赵颖虹第一个冲了进去，握住了学生的
手，一颗焦躁的心被她慢慢抚平；支教、
考研、入伍、求职，到底应该选择哪个？
每到人生关口，学生最先想到的就是找
她商量。因为相处久了，学生们除了喊

她“赵老师”，更多的喊“赵姐”“知音姐
姐”。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育人工作从来
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赵颖虹表示，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
社会思潮空前活跃、纷繁复杂，传播渠道
多，对高校学生的思想认识形成一定的
冲击。因此，高校辅导员作为思想政治
工作者，要有思想上的包容度，接纳学生
的多样性，帮助学生们树立正确“三观”，
引导他们的思想认识一步步从关注自
身，转化到人生、国家的高度，实现量变
到质变的真正飞跃。

从 2014年到 2019年，赵颖虹已经当
了 5年的专职辅导员，如今她一个人带 8
个班，所带学生数达 246人。“随着工作的
深入，越来越觉得辅导员工作与中国梦
的实现紧密相关，责任重大。”她说，“辅
导员不仅是生活上的帮助，心理上的疏
导，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指导学生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赵 颖 虹 曾 带 过 一 个 沉 迷 网 络 的 学
生，在多次走访宿舍和谈心谈话后，她发
现了这名学生的闪光点：对 BIM 等建模
类软件很感兴趣。于是她主动帮学生请
来专业老师进行指导，鼓励学生以赛促
学。一年多后，这位同学在网络领域，不
仅走出游戏魔区，还斩获 5 项国家级大
奖，并荣获“全国建筑类优秀大学生”荣
誉称号。更可贵的是，在临近毕业之前，
他创建了省内首个 BIM 专业社团，主动
教授学弟学妹专业技能。他说：“赵老
师，您就是我的点灯人，而我也想成为别
人的点灯人。”如今，这个社团已为学校
培养出百余名 BIM 人才，他们在工程报
国的路上绽放着自己的青春。

学生进步促使赵颖虹也更严格地要
求自己，借助着学校为辅导员群体搭建
的培训学习、实践锻炼、科学研究等多维
平台，夯实基础，提升能力。她向学生们
立下誓言：“我希望你们做到的，首先我
自己肯定先做到！”为更好地开展心理咨
询和辅导，她自学考取了国家三级心理
咨询师；为帮助学生制定科学的生涯规
划，她参加培训获得高校就业指导师资
格认证；为给学生树立榜样，她参加全国
高校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荣获全国一
等奖，实现了该赛事在我省的历史性突
破，并获评第十一届全国辅导员年度人
物。面对掌声响起，赵颖虹难忘参赛前，
她抱着未满周岁的孩子一起学习，走过
的 100多个夜晚；难忘重达 21.3公斤的备
赛资料，5万余字的读书笔记……

今年 3月，赵颖虹又收获了人生中的
一个“大幸福”：赴京参加学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受到习近平总书记
亲切接见。这份珍贵的荣誉化为更厚重
的力量，推动她更有力地振翅。返校后，
她受邀到各地各校开展系列宣讲。为了
把总书记的精神传递好，她放弃了几乎
所有休息时间，最频繁的时候一个多月
22 场，有时睡觉还在思考怎样用生活中
的案例让学生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她说，希望能帮助更多学生绘就美好“中
国梦”，让一个人的初心成为一群人的初
心。

安徽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刘新跃评价
说：“赵颖虹做任何事都是用心、用力、用
情去做，所以才能把平凡的事做得这么
打动人。”而赵颖虹却说：“当我的学生站
在国际舞台上，举起‘国际遗传工程机器
设计大赛’银奖奖牌时；当我的学生团队
荣获‘小平科技创新团队’，并走进人民
大会堂接受颁奖时；当我的学生放弃直
接保研资格，去往西部深山支教的时候；
当我的优秀毕业生也考上了辅导员，高
兴地和我分享时，我想没有人能比我更
幸福！” ·陈婉婉 贾克帅·

9 月 9 日，黄山区新丰乡 8000 多亩水稻
开镰收割，预计产量可达 4400吨。

今年以来，该乡不断加强对农业发展的
支持力度，做好贫困户对口帮扶服务，累计
发放各类补贴 124 万元，力保农业增产，农
民增收。

汪洋 徐然/摄

稻谷金黄丰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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歙县推进创城工作长效化常态化

本报讯 歙县在全面推进创
建国家卫生县城进程中，紧盯群众
反映强烈、呼声高的问题和领域，
狠抓措施落实和长效管控，不断
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和幸福感。

小市场关乎大民生。经过近
3 个月的升级改造，该县歙州中
心市场和新安中心市场活禽销售
区均已投入使用。走进新安中心
市场，一座 6 米高全透明的钢结
构玻璃房映入眼帘，活禽销售区、
宰杀加工区分离，并配有独立的
通风和排水设施、清洗水池、操作
台以及垃圾收集设施。据了解，
在改造过程中，市场针对活禽粪
污，建设了无害化处理禽粪污规
范化粪池，处理后的污水排入城
市污水管网，并定期清掏粪渣，加
装静音排气机，在地下设置排气
井 3 座，用于处理下水管道异味
气体。针对降尘除尘问题，市场
还设置了鸡笼底部排污深槽，地
面铺设防滑瓷砖，并为每户配备
高压水枪随时冲洗地面、鸡笼和
排污槽，一改之前活禽销售区脏
乱差、污水遍地、异味刺鼻的现

象，环境卫生状况得到很大改善。
整治环境卫生，歙县紧盯动

态、瞄准细节。近年来，歙县整修
拓宽城区大街与小巷 10多条，每
天实行 15小时清扫保洁，道路清
扫率达 100%，街道实现“亮化、绿
化、净化、畅化”目标。大力开展
爱国卫生运动，建立星期五大扫
除制度，组织干部群众清运垃圾，
清除乱贴乱画，消灭卫生死角，整
治占道经营、店外经营，关停店外
店，建立政府组织与全社会参与
的病媒生物防控机制，采取环境
治理为主，物理、化学方法为辅的
综合防治措施，“七小”等重点行
业防鼠防蝇“三防”设施完善，治
理病媒生物孳生地。

在食品安全管控上，歙县推
行食品安全量化分级管理，针对
小餐饮数量多、规模小、变动快、
监管难等特点，实施“网格化”包
保管理新模式，将建成区小餐饮
按区域划分为 20个网格，由 27家
机关单位与行业主管单位人员组
成包保小组，落实上户宣传、摸
底，制定“一户一案”问题整改清
单，逐项抓好落实。目前小餐饮
行业达到管理规范、卫生设施齐
全、制度上墙，依法经营、持证上
岗、“三防”达标的要求。

·吴 登·

“一定要当学生喜欢的好
老师，做到严字当头、爱在其中”

——找准频道，当“有两
把刷子”的“大管家”

·短 评·

点亮心中一盏灯

“只要拥有真心、传递真
情、下真功夫、练真本领，就会
真正走进学生心里”

——激发共鸣，善于四两
拨千斤的“知音姐姐”

“努力成为学生成长成才
的人生导师”

——提高站位，勇当追梦
者的“提灯人”

奕棋镇三味“良药”严防“节日病”
中秋佳节将至，屯溪区奕棋镇纪委三

味“良药”严防节日病，确保风清气正。
廉洁提醒“预防药”。该镇纪委向全镇

党员干部编发廉政短信，重申和强调“十个
严禁”，对党员干部早提醒、早打招呼，引导
党员干部筑牢防线、守住底线、不碰红线。

强化学习“醒脑药”。该镇纪委梳理近
年来查处的 10起典型案例，编制成警示教

育读本，增强党员干部纪律意识、规矩意识。
严格监督“惩戒药”。该镇成立监督检

查组，加大节日期间督查力度，重点检查和
曝光镇村干部参与“酒局”“牌局”、公款吃
喝等违规违纪问题；畅通信访举报渠道，发
挥群众监督作用，对群众反映的违规违纪
线索，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

·汤 洋·

为着力解决城市上空弱电线路纵横交错、
私拉乱接、随意搭挂现象，黄山区从 4 月上旬
起，组织开展“扎辫子”专项行动，重拳整治城市
上空“蜘蛛网”。截至目前，各弱电运营企业累
计投入人力近千人次，动用机械 120余台次，规
整小区 154 个、整治重要节点 26 处。目前，弱
电线路整改工作已全面完成。

·王继忠 齐霏·

黄山区完成“扎辫子”专项整治行动

9 月 8 日下午，歙县徽城镇斗山社区在古城景区杨家大院内举
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剪纸活动，邀请非遗“徽州剪纸”传承人吴笑
梅讲解剪纸艺术，喜迎中秋佳节，献礼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吴姗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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