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5 月 7 日，三十岗乡
迎来了第八期崔岗市集。本期市
集在崔岗艺术村举办，并围绕“诗
歌”这一主题展开。在崔岗艺术
协会的统一安排下，当日所有具
备开放条件的艺术家工作室全部
开放，诸如瓦房、素陶公社、雅歌
书苑、柴院、上水荷塘等艺术家工
作室敞开大门，广迎游客，让他们
零距离感受崔岗艺术村的艺术氛
围。

当天上午，来自我省各地的
诗人聚集在崔岗艺术村雅歌书苑
一起吟诗诵词，吸引了不少游客

驻足观看。对于诗歌爱好者来
说，这一次的崔岗市集无疑是一
场文化饕餮盛宴。

下午，柴院和上水荷塘分别
举行了“崔岗诗歌手稿”书写会和

“诗意地栖居”诗歌研讨会。听一
听诗歌朗诵，赏一赏诗人手稿，再
观摩一下诗歌研讨会……芳草如
茵，野花遍野,青烟袅袅，流水潺
潺。在这一年里最美的季节，到
崔岗感受一下艺术乡村的诗情画
意，别有一番风味。

（蒯从容 陈晓庆）

本报讯 为了帮助辖区少数
民族留守儿童更好地感受科学魅
力，杏花村街道灵璧路社区统
战办、关工委、妇联共同开展了

“关爱少数民族儿童 促进民族事
业发展”活动。近日，活动组织来
自辖区的20位各族留守儿童到合
肥市科技馆里参观学习。

在市科技馆，社区工作人员
向大家传达了此次活动的目的和
意义。在科技辅导员的陪同下，
孩子们参观了各项展品。辅导员
同时还详细讲解了科技馆内各展

品的历史背景、各种设施的用途，
并演示了模拟高科技设备的效
果，让大家感受到了高科技设备
带来的乐趣和惊喜。在科技馆
里，孩子们还学习到各种国防科
普知识，感受到我国国防科技的
魅力。

此次活动让留守儿童们在科
技馆度过了充实的半天。直到参
观结束，大家都意犹未尽，纷纷表
示希望今后社区能多开展类似活
动。

（史寿勤）

本报讯 5 月的第二个星期
天是母亲节。 5 月 5 日下午 3
时，一场由海棠街道藕塘社区
妇联、计生协、团委和关工委联
合主办的“穿越剧”在社区会议
室里上演。“穿越”的主角是一
群来自小牛津北美印象幼儿园
的孩子，“穿越”的年代是 2036
年，也就是20年后。

20 年后，他们的妈妈已经
不再年轻貌美，有的甚至是满
脸皱纹、头发花白、牙齿掉光、
走路蹒跚……经过辖区爱心企
业“纽约纽约婚纱摄影”化妆师
的神奇之手，12 位 25 岁到 45 岁

的妈妈变成了45岁到65岁的样
子。

6 岁的陈景昊是第一个“穿
越”到 20 年后的孩子，虽然妈妈
的妆容变了，但他还是在众人
中第一眼找出了妈妈。

“妈妈和平时不一样……变老
了……现在的样子不好看……”
说着说着，他躲进了妈妈的怀
里，不敢也不愿再看妈妈的脸。

5 岁的裴晟睿是个漂亮的
小姑娘。当她“穿越”后看到自
己妈妈的那一刻，原本还挺高
兴的她，一下子就难过起来。
她摸着妈妈的脸，看看她的头

发，突然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嘴
里还说着：“妈妈，你怎么变老
了？我不要你变老……”

此情此景，让在场的其他
家长和社区工作人员眼睛都湿
了 。 擦 着 眼 泪 的 社 区 志 愿 者
说，没想到孩子们的感触这么
深。

幼儿园负责人趁机告诉孩
子们，以后要多听妈妈的话，不
要惹妈妈生气，这样妈妈就不
会变老，妈妈会永远漂亮。孩
子们欣然应答，脸上也渐渐露
出了笑意。

（高磊）

本报讯 5月8日，逍遥津街道
义仓社区在逍遥津公园门口举办
了一场爱心义卖活动，把辖区企
业捐赠的 833 件衣服拿出来义
卖。本次活动共募集善款 1340
元。

当天一大早，就有志愿者赶
到现场，帮着整理衣服。虽然天
空飘着小雨，但这并不影响爱心
市民们的热情，有个阿姨为自己

和女儿选了8件衣服，花了140元
钱满意而归。还有老爷爷为自己
的老伴选购衣服，打算作为母亲
节礼物送给她。老人说，“平时没
给她买过什么东西，这个衣服算
是我给她的心意，而且还给其他
人献爱心了，很好。”

下一步，社区打算把筹来的
善款用于为贫困家庭的孩子实现
他们的微心愿上面。（吴小倩）

本报讯 为积极打造特色社
区文化，大力倡导科学、健康的生
活方式，5月6日，逍遥津街道九狮
桥社区妇联、计生办联手在属地
小花园里举办了一场趣味运动
会，辖区部分居民积极参加了比
赛。

当天上午9点，随着主持人一
声令下，社区趣味运动会开始
了。此次运动会共设三大项目，
分设一、二、三等奖，既有竞争性，
又具趣味性。比赛既紧张激烈，
又妙趣横生，场上运动员身姿矫

健，场下观众群情振奋，现场不时
爆发出一阵阵加油声和欢笑声。
直到所有项目全部结束，参赛人
员和观众们仍意犹未尽。最终，
前来参加运动会的居民获得了社
区送上的精美小礼品。

九狮桥社区有关部门为举办
此次趣味运动会精心筹备了一星
期，举办运动会的主要目的是增
强社区与居民之间的信任以及促
进邻里和睦融洽的关系，营造和
谐的社区环境。

（史婷婷）

巡视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管党治
党的一种常规手段、基本方式。然而，
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一听说“巡视组
要来了”，有的人便如坐针毡、东张西
望、心不在焉，正常的工作也放下了，
好像患了“巡视不适症”。这种不正常
的现象，需要从认识和实践两个方面
予以矫治。

巡视组所到之处，形成一定的震
慑力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开展巡
视工作，就要让这把“达摩克利斯之
剑”高悬起来，推动形成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的局面。但是，如果因此患
上“不适症”，就十分有害。一方面，

“不适症”干扰了正常的工作部署。试
想，如果大家都在心神不定的状态下
工作，就容易使工作部署落实不到位，
甚至出现“空转”。另一方面，“不适
症”干扰了巡视工作。如果因为“不
适”，认为“巡视组是专门来找事的”，
就会产生抵触甚至对抗心理，影响巡

视工作的正常开展。因此，我们必须
正确看待和对待巡视工作。

端正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一个基本
特征就是严，这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必
然要求。谁都清楚，信任不能代替监
督，严管就是厚爱。被巡视地方和部
门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
认识到，巡视是对一个地方或部门党
风廉政建设的“把脉问诊”、政治生态
的“综合会诊”，也是对党员干部特别
是领导干部工作作风、生活作风等的

“体检”。“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如果
对党员干部身上出现的小毛病、小问
题不及时敲打、告诫，小错误就可能不
断变大，最终不可挽回。因此，巡视是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必要之举。
积极配合。被巡视单位和个人应

有一颗平常心，如实向巡视组反映情
况和问题，不回避、不遮掩、不护短，不
怕揭丑。对巡视中发现的问题即知即

改、集中整改，做到件件有答复；对巡
视组提出的建议及时研究、认真反馈，
做到事事有回音；涉嫌违纪违法的，不
管是什么人，都要认真查实、严肃处
理。对于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存在的普
遍性问题，应按照整改要求制定措施，
明确整改责任，强化制度执行，防止类
似问题再次发生。如果遮遮掩掩、消
极应付，甚至抱着侥幸心理，指望蒙混
过关，就会加重“不适症”，甚至使之演
变为“不治之症”。

正常工作。巡视工作主要是发
现问题、形成震慑，剑指问题、倒逼改
革，旨在严明纪律，确保中央政令畅
通，维护党的集中统一，而非干预被
巡视单位的正常工作。被巡视地方
和部门应把接受巡视与做好改革发
展稳定各项工作结合起来，乘势而
上、加快发展，切实做到统筹兼顾，保
证“两不误、两促进”。特别是在当前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改革发展稳定任

务繁重的情况下，各地各部门更要多
一份担当精神、多一份责任意识，在
积极配合巡视工作的同时，按照既定
工作计划一件事一件事推进、一个问
题一个问题解决。

自觉整改。巡视成果要真正落到
实处，关键在整改到位。整改不到位，
巡视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要扭住党风
廉政建设的“牛鼻子”，强化被巡视党
组织的主体责任，对发现的作风、选人
用人等方面的问题限期整改，根治和
杜绝腐败现象；举一反三、找准症结，
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建立根治
问题的长效机制，确保巡视工作取得
实实在在的成效。同时，以公开促整
改，既将整改结果在本地区本部门进
行通报，又向社会公布，自觉接受党内
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

选自·《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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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动态矫治“巡视不适症”

为弘扬中华美德，在
全社会树立“歌颂母爱，弘
扬 美 德 ”的 良 好 风 尚 ，近
日，双岗街道万小店社区
在社区老少家园里，开展
了慰问辖区 18 位高龄母亲
的活动。

中午 12 点，18 位高龄
老人陆续到场，社区老少
家园便开始热闹了起来。
老人们围坐在桌边，社区
志 愿 者 为 老 人 们 切 好 蛋
糕，并送上一盆花。老人
们吃着蛋糕，闻着鲜花，脸
上扬起了幸福的微笑。

这次的活动为老人们
带 来 了 无 限 的 幸 福 和 快
乐，也充分展现了爱老、尊
老、敬老、助老的良好社会
风气。让她们感受到社区
大集体的温暖，构建更加
和谐的邻里关系。

邓娟 杨梦 摄

趣味运动会 拉近邻里情

义卖衣物献爱心

到崔岗市集来吟诗

让科学与爱同行

随着气温增高，夏秋季肠道传
染病也进入高发季节，肠道传染病
又称消化道传染病,主要是通过病
人的排泄物（如呕吐物、粪便等）传
播的，是属于病从口入的疾病，病原
体随排泄物排出病人或携带者体
外，经过生活接触污染了手、水、食
品和食具吃入体内而感染。不卫生
的饮食场所很可能会感染，聚餐、会
餐、野外用餐、红白喜事就餐，都有
感染肠道传染病的机会；腐败变质、
过期食品、喝生水、吃生蔬菜、不煮
熟的食品都有可能感染，为了预防

发生肠道传染病，特提醒公众注意
以下几点：

1.养成“喝开水、吃熟食、勤洗
手”的良好卫生习惯。

2.尽量不要到卫生条件差的街
头摊点就餐，尽量在外少吃凉拌菜
和肉类烧烤食物。

3.注意家庭饮食卫生，食物制作
要加热 3 分钟以上。尽量不吃剩饭
菜。冰箱不是“保险箱”，冰箱内储
放的直接入口食品，经卫生处理后
才能进食。

4.加工凉拌菜时，加工者要把双

手清洗干净，一定要用专用的熟食
案板和刀具，不要和生肉刀具和案
板混用，将生菜在加工前用开水过
一下，盛放凉拌菜和色拉的容器要
专用。

5.蔬菜水果要先用清水浸泡，然
后使用清洁水冲洗三遍以上，特别
是一些带叶、带根的蔬菜，要特别注
意根部的清洗，葡萄、草莓等水果需
要在清水中适当加一点盐浸泡几分
钟，用清水冲净，在冲洗的过程中，
在表面用手轻轻地洗刷一下。

6.旅游者要注意个人卫生，尽量

避免在疫区当地进食生冷食品，尤
其生食蔬菜，避免接触牛、羊、鹿等
动物。如发生腹泻及时就诊。

7.开展“三管一灭”(管水、管粪、
管饮食，消灭苍蝇)，保持良好的环
境卫生和饮食卫生。

8.一旦发现患者有上吐下泻等
症状应及早
去医院肠道
门诊或传染
病 医 院 诊
治。

把好“病从口入”关，预防肠道传染病

感恩母爱送祝福

本报讯 日前，四里河街道桃
花园社区老少活动家园里很是热
闹，12 名辖区妇女正在用心用毛
线编织手中的作品，并不时向身
边的老师请教编织方法。

据了解，桃花园社区此次专
门邀请了辖区能大姐互助站的手
工编织能手方老师，为社区的妇
女编织骨干进行为期一天的培
训。该活动旨在通过培训让学员
掌握更为成熟的编织技巧和编织
手法，同时引导社区的贫困残疾
妇女、就业困难妇女、无业失业妇

女加入进来，让这些人也能掌握
一门技术，提高就业技能。同时
桃花园社区还积极为这些妇女搭
建平台，让她们的编织作品能够
展示展销，实现她们用双手创造
价值的目标。

参加培训的编织骨干王维芹
说：“通过一天的编织培训，我们
跟方老师学会了编织的技巧，现
在我已经可以编围巾了。等我学
会之后我会带动我们周围的姐妹
们学习编织，用自己的双手编制
出我们自己的梦想。”（闫晨志）

巧手编织幸福梦

本报讯 日前，亳州路街道滨
南社区内在辖区内清楚了一个城
区中心的“养鸡场。”滨南社区路
苑小区内出现了一个私人“养鸡
场”。一户居民将小区内一个休
闲小广场的一半围了起来，用于
养鸡。

经了解，这户居民原先是在
自家院子里养鸡。十多天前，他
将饲养的鸡散放到了小区的休闲
小广场上，担心鸡乱跑，就用破旧
横幅、编织袋等将小广场围了起

来，形成了私家“养鸡场”。这一
行为不仅影响了小区的环境卫
生，更侵犯了其他居民的利益。

不管是其他邻居劝，还是社
区和物业人员劝导，这户居民不
愿自行清理。近日，滨南社区联
合物业组织社区志愿者，共同对
这个私人“养鸡场”进行了清理，
小广场恢复了往日面貌，其他居
民都拍手称赞。

（张家慧 彭果）

清理私人“养鸡场”

本报讯 为关爱社区留守儿童，解决社区中“小
学放学早、孩子无去处”的难题，逍遥街街道四牌楼
社区在每周三、四、五的下午 4 点至 7 点，在老少活
动家园里为没地方去的孩子们开设托管班，组织辖
区退休老教师、大学生志愿者辅导小学生做功课、玩
游戏。

此外，在四牌楼社区牵头、社区爱心人士倡导和
居民的大力支持下，社区还在此为孩子们开设了绘
画班和书法培训班，孩子们在这些公益学习班里不
仅能够安心做作业，还能够学书法、学画画。

社区还请来，志愿者指导孩子们做作业，完成作
业后，志愿者陪他们一起学书法、学画画，玩趣味英
语游戏等。托管班的开设不仅仅可以解决家长的后
顾之忧，更重要的是给孩子们营造了一个温暖健康
的成长环境。 （邵引恒）

关爱留守儿童 遇见20年后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