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一”小长假“近”享好时光

本报讯 “五一”假期，黄山区焦
村镇汤家庄丛筑民宿举办草地露营音
乐会，吸引众多游客的参与，在自然山
水间将音乐、烧烤与户外露营结合起
来，给游客带来别样的体验。

为确保假期安全出游，黄山区在

落实好疫情防控措施的同时，积极创
新旅游模式，推出 5 处近郊打卡点，翡
翠谷等景区推出市内出游“半价门票”

“儿童免单”等优惠活动。
黄山区坚持“安全第一”，精心部署

假日旅游工作，抓实疫情防控，确保小

长假平安有序。构建假日旅游联动机
制，统筹文旅体、公安、市管、交通、卫生
等部门共同做好假日旅游服务工作。
坚持常态化精准防控和局部应急处置
有机结合，节前节中分 5 组对文旅行业
安全生产和市场秩序开展联合检查。

黄山区抓强“线上”宣传，通过“线
上云游+线上直播”等形式，多场景、多
角度展现黄山区春季茶、竹笋、桑葚等
优质资源。围绕春季特色资源，推出

“四季黄山 相约春天”系列宣传，串联
11 处赏花点推出赏花线路 8 条，串联茶
乡、竹乡及景区景点等推出“茶乡游”

“品笋游”主题旅游线路 4 条。打造“太
平有礼”系列文创产品，开展“游黄山
区，把‘一份太平’带回家”后备箱“云”采
购活动，让游客在家也能采购到黄山区
优惠的特色农产品。·俞娟 胡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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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辛苦，但我们大家都在齐心
协力，共同守‘沪’。”4 月 29 日，记者连
线支援上海核酸采样的黄山市援沪医
疗队成员、休宁县齐云山镇中心卫生
院医生周新芳，听她讲述在上海抗疫
期间的点点滴滴。

下午 4 点半，与周新芳视频连线
时，她完成了今天的核酸采样工作回
到住处，隔离面罩在脸上压出的印子
还清晰可见。

4 月 3 日、9 日，周新芳踊跃报名
参加黄山市援沪医疗队，支援外市核
酸检测采样工作。4 月 21 日晚，周新
芳 等 医 疗 队 队 员 第 三 次 出 发 上 海 。
相比于前两次的出发，她更加沉着冷
静。

据周新芳介绍，这次支援上海核
酸采样期间去的社区、小区比较多，各
个社区小区管理有差异。没有确诊阳
性的楼层，志愿者会选择通风好的空
旷处提前用喇叭呼叫，居民佩戴口罩，
有序排队。有确诊阳性人员的楼层，
医疗队就把采样台安排在楼道出口的
三米开外，按照一户一管或一人一管
采样，避免交叉感染。

“有些居民被采样时，扁桃体和咽
后壁暴露不明显，我会再教一遍，指导
居民尽量不发出声音。还有下雨天，
防护面屏模糊应该如何处理？口罩松
动或者手套破损怎么办？”周新芳说，
采样过程很多细节都需要注意，在做
好自身防护的同时，还要做好交叉感
染防范。

4 月 24 日下午，周新芳主动去支
援印象春城莫奈庄园的别墅楼区，因
为小区有阳性人员，只能挨家挨户采
样。社区用三轮垃圾转运车安排了移
动采样台，但因为车小，垃圾袋和采样
台间距小，周新芳就叮嘱志愿者，每户
采样完换另外一户时，立即对环境和
垃圾袋消杀一次，已经贴了编码的采

样 管 不 能 喷 洒 酒 精 ，会 影 响 检 测 扫
描。“所有的细节问题都是采样中临时
发现，我们需要临时想办法解决。”周
新芳说。

4 月 26 日，上海全员核酸采样任
务是 22 万多人份，周新芳把闹钟定
到 5 点起床，6 点下楼，7 点出发。当
天中雨，风也大，她们 10 名队员被安
排在周浦镇海达居民社区的海尚乐
苑 小 区 ，志 愿 者 立 即 给 她 们 送 来 雨
衣，这让周新芳很暖心。“历时 8 小时
奋战，终于完成全员采样任务，累并
快乐着。”直到下午 3 点，她们才结束
工作回到停车场吃午饭。当天，医疗
队 208 名队员奔赴不同社区 225 个点
位，完成采样任务 22.1 万人份，创单
日新高。

医疗队队员为了不耽误采样时
间，都是在去采样点的大巴车上穿好
防护服和纸尿裤，上车之后不喝水、不
吃任何东西，直到中午甚至下午完成
采样后，才能脱下防护服吃饭。

三次支援上海，医疗队收到了上
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和社会各界的关
心，周新芳心里很感激。队友之间团
结一心，互帮互助，还有来自志愿者的
配合及市民的表扬，都让周新芳感动
不已。“每一天采样，我都会遇到暖心
的居民，感谢我们辛苦付出，遇到个别
心情压抑的市民，我也会悉心安慰。”
采样时，周新芳细心工作，宣传防护知
识，做好心理疏导。

“抗疫道路上我们一同前行，相互
扶持，多年以后，这将成为我们最难忘
的回忆。”周新芳表示，健康所系，性命
相托，她与黄山市援沪医疗队其他队
员将随时待命，继续完成好任务。

据统计，4 月 21 日至 26 日，我市
医务人员连续奋战 5 天，累计完成采
样 63.7 万人份。

·汪 悦·

本报讯 记者李晓洁报道 5 月
1 日上午，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朱策
率队赴屯溪区、休宁县及祁门县督查
疫情防控、安全生产、矿山安全和消防
工作，强调要统筹抓好经济社会发展、
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落细落实
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举措，全面排查
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切实维护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朱策先后前往黄山鼎奇链传动公
司、安徽佳金矿业有限公司及祁门县
水岸明珠小区，详细了解消防隐患整
改、消防安全管理、安全生产、疫情防
控等情况，并与相关负责人进行深入
交流。

朱策指出，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

的生命线，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时刻绷
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持续强化安全生
产工作，切实把隐患问题解决整改到
位，同时要举一反三，做好各环节的安
全隐患排查，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
每个环节、每个角落、每个员工，坚决
杜绝各类大小安全事故的发生。要进
一步提高消防安全意识，落实消防安
全责任，不断提升发现问题的意识和
能力，强化突击性攻坚、常态性抽查，
在日常工作中发现漏洞、堵住漏洞，确
保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有重
点、有节奏、见成效，特别是要紧盯居
民自建房等高风险场所，彻查隐患、及
时解决，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
行为，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

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
朱策督查疫情防控安全生产等工作

我们都是守“沪”人

黄山区：“安全”与“欢乐”两不误

本报讯 “五一”期间，黟县温度适
宜，景色清新迷人，周边游、近郊游、亲
子游成为许多市民享受假期的首选。

走进西递石林景区，独具特色的
喀斯特地貌地质奇观，创意新颖的彩

虹花田，各类有趣好玩又不失惊险刺
激的娱乐休闲项目，吸引了市民游客
前来观赏体验。

在宏村景区的“黟县非遗保护传
承研学与传播基地”里，市民游客在工

作人员的带领下制作传统花灯，他们
一边亲身体验花灯制作，一边聆听非
遗传承故事、鉴赏非遗之美。

“五一”期间，黟县充分挖掘旅游
资源，不断推出“旅游+”产品。西递景

区通过微改造、精提升，进一步加强景
区精细化管理；宏村景区梳理资源体
系，加强产品和服务的设计研发，深化
非遗民俗等项目打造提升；桃花源漂
流景区正式开漂；西递石林景区推出
畅玩超值套票，包括石林门票、管式滑
道上行、玻璃水滑、彩虹滑道等。

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景区安全
工作，各景区建立游客“一检一进一测一
采集”制度，保证游客有序平稳入园。

·曹霖 李一茹 何彦铭·

黟县：近郊游、亲子游成热门

本报讯 “五一”假期，在书店“充电”成了屯溪不
少市民的首选，以书香相伴，放松心情。

笔者走进屯溪区网红书店——黄山新华书店阅+共
享书店，扑面而来的就是一股书香，安静舒适的环境让
人立刻安静下来，室内灯光温馨柔和、书籍琳琅满目，许
多市民来到这里看书。

据了解，每到节假日，前来读书学习的市民都会比
平常多一些，多以上班族、学生以及学龄前儿童为主。
书店采取多种形式，准备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全民阅读
推广活动，吸引市民来这里打卡充电。同时为保障每一
位读者的阅读安全，每个进入书店的市民都需要佩戴口
罩、出示健康码和测量体温。

“像‘五一’小长假期间，我们会推出多项优惠政
策，凭一张小票，前十位阅读打卡就可以赠送一本比较
畅销的书。进入书店后，工作人员也会全程提醒读者
戴好口罩。小长假期间，希望大家有空的情况下都可
以来书店打卡读书，增加各方面的文化知识。”阅读顾
问程爱芳说。

·焦昱 程晔·

“五一”假期，天朗气清，市民游客
纷纷选择家门口的风景，走进户外，体
验微度假。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我市积
极落实文旅惠民政策，各景区景点推
出了门票减免和部分文旅服务项目优
惠政策。如黄山风景区举办“高山杜
鹃赏花节”优免活动，免景区门票、索
道及酒店住宿半价等优惠措施，吸引
许多市民登黄山赏春色拍美景。

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旅游行业市

场环境、用户、需求及线上流量营销
模式都在发生快速而深刻的变革，在
线旅游市场“新内容、新流量”成为旅
游业复苏的重要动力。特别是旅游
内容对用户出游选择的影响愈发明
显。细分市场、文旅融合下的“新业
态”产品，文化旅游产业“新技术”的
数字化转型日趋受到市场关注。本
地 游 、周 边 游 市 场 细 分 领 域 不 断 发
展，城市露营、郊野露营、精致露营、
各 类 亲 子 营 地 如 雨 后 春 笋 般 涌 现 。
整体旅游产业面临着产品模式、服务
方式等多维度改革迭代的新挑战，但
同时这也是疫情环境下把握市场、迎
合市场的新机遇。

家门口就有“诗和远方”

屯溪区：

畅游书海快乐多

▶5 月 2 日，在“四月乡村”现代休闲农业产业园，
市民游客在花海中尽情游玩拍照。 吴建平/摄

“五一”期间，祁门县箬坑乡石舜村漫溪里生态
旅游农庄人气旺盛。 钱新胜 鲁志英/摄

“五一”期间，徽州区谢裕大茶博园分外热闹，新
增设的卡丁车、射箭、彩虹滑道等体验项目吸引市民
游客前来游玩。 闫艳 茱莉娅/摄

（上接第一版）2021 年，与浙江建
德、淳安三地联合开展“寻红色根脉
看锦绣新安”共庆建党百年大型融媒
直播活动，歙县融媒体团支部纪律委
员胡坚阳深入革命老区狮石乡通过现
场直播连线的方式介绍狮石的“红绿”
经济；青年记者张俪莎在郑村镇棠樾
村通过直播连线，展示“数字乡村”赋
能“三农”工作带来的新业态、新成果。

2021 年清明节前夕，歙县融媒体
中心团支部青年记者洪鹏远赴山西，
挖掘整理歙县籍巾帼抗战女英烈方璧
的事迹，重走英烈抗战路。团支部书
记胡欣星加入歙县党史宣传教育青年
宣讲团，将方璧烈士的故事，先后 9 次
分享进学校和机关单位。

此外，歙县融媒体中心还常态化
开展党团理论知识竞赛、红歌大家唱
等形式多样的主题团日活动，并将党
团理论知识贯穿其中，寓教于活动，激
发团员青年创意创新。

帮扶困难群体、全域环境整治、疫
情防控一线、反电诈反邪教宣传……
歙县融媒体中心团支部 17 名团员青
年都是歙县融媒体中心志愿服务队的
成员，系列志愿服务活动中，总能看到

他们的身影。
歙县融媒体中心团支部已经连续

十年开展助学志愿服务。从收集助学
申请，到逐户上门核查，再到落实资助
金额，志愿者们事无巨细，热情服务。
十年来，歙县融媒体中心团支部共参
与助学志愿服务 500 余人次，为 3300
余名贫困生提供志愿服务。近三年
来，歙县融媒体中心团支部累计参与
志愿服务 100 余次，累计时长近 3000
小时。

近两年来，歙县融媒体中心团支
部一批优秀的青年人才脱颖而出，选
派的驻村扶贫干部张皓被评为安徽省
第七批优秀选派帮扶干部标兵，团支
部书记胡欣星当选中国共产党黄山市
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青年编辑柯苗
珍被评为黄山市“三八红旗手”，青年
记者潘腾被评为黄山市“优秀青年团
员”……

青春向阳，追光而行。“习近平总
书记日前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的殷
殷嘱托，饱含期待，催人奋进。我们团
员青年将牢记嘱托、一往无前，赓续红
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在民族复兴的
接力赛中跑出最好成绩，在新时代谱
写更加精彩的青春之歌。”歙县融媒体
中心团支部书记胡欣星表示。

·凌利兵·

青春在新闻路上闪耀光芒

本报讯 “五一”假期，休宁县齐
云山、古城岩等多家景区针对不能远
游的本地市民特别推出了多重优惠政
策，吸引众多市民前往观光旅游。

齐云山下、横江之畔的“坐忘花
园”，那片可看山望水的美丽绿茵，惹得
不少市民来此搭起帐篷，自助烧烤，多
元素的“春光露营会”让人流连忘返。
齐云山度假区的索道餐厅、枧潭景区的
全地型 ATV 越野车、岭南景区的“魔网
蹦床”“疯狂老鼠”……这些新近推出
的旅游业态，引来许多市民前来打卡
体验。

这个假期，近郊游、乡村游依然是
本地市民的出行主选。不少市民自驾

去千年村落黄村、高山村落木梨硔、大
美金龙山、新安江源头等美丽乡村休闲
游，有的市民行“徽州天路”，赏沿途美
景，品云端美食；有的相约去走古道，赏
高山杜鹃，在山水间不亦乐乎；还有的
走进山野，采茶、拔笋、挖野菜、摘野
果……欣赏田园风光，亲近感受自然。

“五一”小长假期间，休宁县各景
区抓细抓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组织
开展全县文旅市场专项督查工作，努力
为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的出游环境，同时
还在主要景区、主要交通路口设立文明
旅游志愿服务台，热情为游客提供旅
游志愿服务，引导文明出行。

·李 军·

休宁县：旅游新业态受青睐

志愿服务志愿服务 传播社会正能量传播社会正能量

本报讯 “五一”假期，黄山风景区共接待游客
2.36 万人，实现了安全健康、文明有序、欢乐祥和的目
标。

杜鹃花开春色美。节日期间，黄山风景区风和日
丽，千峰竞秀，满目青翠，美不胜收。黄山杜鹃花渐次
开放，有的含苞欲放、楚楚动人，有的半开半合、娇羞美
丽，有的傲然绽放、争奇斗艳。春风吹拂，深红浅白的
花朵在微风中摇曳多姿，游人在花丛中赏花观景，怡然
漫步，拍照留念，定格美丽。

黄山风景区面向黄山市民推出“高山杜鹃赏花节”
活动，给予免门票、索道半票、山上客房半价等优惠。
黄山风景区 11 支迎客松志愿服务队在景区主要节点
设置志愿服务台，为游客提供个性化、亲情化服务，尽
可能帮助游客解决各类问题，获得了游客频频点赞。
景区咨询投诉中心 24 小时值班值守，第一时间受理、
处置游客咨询 1438 件，未发生重大有效投诉。

·方萍 葛旭芳·

黄山风景区：

日丽风和杜鹃艳

▲5 月 3 日，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大位小学老师在
农耕文化体验式社会综合实践活动中为学生讲解秧
苗培育。

“五一”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休闲放松，乐享假
期。 新华社发（樊成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