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曾经是一个因赌博输光积蓄，欠
下巨额钱款被人追债不敢回家；他，曾悔恨
万分，绝望时甚至自残剁下自己一根手
指。如今，他浪子回头艰苦创业，希望能用
自己的惨痛经历告诉更多人，不要幻想一
夜暴富，更不能走弯路。日前，笔者在庐阳
工业区（林店街道）荣城花园北苑小区见到
了正在经营大排档的沈大宝，听他讲述自
己的蜕变故事。

嗜赌成性走投无路
1982 年出生的沈大宝家住在刘冲

村，小时候家庭条件不是很好，为了生
活，他 19 岁便出来打工。最初他在芜
湖路上的一家餐馆当学徒，一干就是
几年，洗碗洗菜、掏下水道、端茶倒水，
所有的脏活累活，沈大宝都干了个遍，
但是却没能挣到多少钱。“打工时间久
了，尤其是看到有人赚了很多钱，心里
就开始不是滋味了。”沈大宝告诉笔
者，当时心里失衡的他就想着能有个

一夜暴富的途径。随后他参与了赌
博，希望能通过这种方法，迅速致富。

“除了吃喝睡，整天就是赌博。今
天赚了一点钱，明天全部都要赌光。”
这是许多邻居对沈大宝的印象。因为
赌博，沈大宝借了很多高利贷，利滚
利，高额的利息和本金，他完全没办法
支付。

父母妻子用爱唤醒浪子
随着上门追债的人越来越很多，

沈大宝只好躲起来。“当时的那种感觉
真的没办法形容，我觉得我整个人不
行了。”一气之下，沈大宝拿出菜刀，把
自己的左手小拇指头给剁掉了，这一
幕，吓坏了他的家人。

儿子即使错得再多，在父母眼中
都是孩子，虽然对于儿子的行为不能
理解，失望至极，但是又不忍看到儿子
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沈大宝的
父母商量了之后，偷偷地把征迁分的

房子卖掉了，帮儿子偿还赌债。
因为欠的钱实在是太多，卖房子

的钱只能还一部分，年迈的父母不得
不出门打工，每个月攒一点钱给儿子
还债。沈大宝的妻子对丈夫的行为恨
之入骨，但是也没有放弃他，一边抚养
年幼的孩子，一边打工挣钱。全家人
都希望能用爱将沈大宝唤醒，回到原
来阳光开朗的生活状态。

“看到家里人对我的付出，我真
的很惭愧。就是因为家人对我的不放
弃，让我重新振作起来，我也决心活出
个人样来。”沈大宝从阴影中走出来，
让父母和妻子非常欣慰。
希望自己的惨痛经历教育年轻人

因为学过厨师，加上天生对于烧
菜感兴趣，沈大宝选择从大排档干
起。合肥人爱吃小龙虾，他就摆摊卖
小龙虾。为了调出好配料，沈大宝每
天尝试不同的配方。70多种配料一一

尝试，一度他失去了嗅觉和味觉。在
他的不懈努力下，他做的小龙虾味道
独特，得到了食客的认可。如今，他的
大排档生意很火爆。

“虽然我走过弯路，付出过惨痛的
代价，但是我醒悟了，又回到正道上
了。希望现在还沉迷在赌博上的人，
不要幻想一夜暴富，那是不可能的！
只有经过双手劳动，才能创造美好的
生活。”沈大宝说，他有个心愿，希望自
己能成为社区里的义务宣讲员，用自
己的例子教育更多的年轻人，“现在我
的小餐馆正在起步阶段，我很愿意参
加一些公益活动，回报社会。”

·赵明·

社区

蜕变 让生活更美好

本报讯 为进一步普及科学
知识，丰富辖区老年人的晚年生
活，杏花村街道林店社区日前组
织辖区老人来到合肥市科技馆
让他们饱尝一顿“科技大餐”。

在解说员的带领下，老人们
在科技馆里兴致勃勃地参观了
人体奥秘、电磁奥秘、生命科学
等展区。他们把每个展区都看
得很细致，还不停地用手机拍
照，被先进的科技展示深深吸

引。
接下来，他们还参与了飞机

模拟驾驶、万有引力、X 光看骨
骼等一系列生动有趣的科技娱
乐活动。老人在此亲身感受到
科学技术的无穷魅力。

回来的路上，老人们高兴地
说，“这次参观让我们增长了知
识，开阔了视野，收获非常大。”

（罗克银）

当前，经济转型升级任务繁重、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日程紧迫，亟须各级
领导干部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开拓进
取、干事创业。但是，少数领导干部却
为官不为、消极懈怠，推一推动一动，
不推就不动，还狡辩说这是“坚持底线
思维，守住不犯错误的底线”。实际
上，这是对底线思维的极大误解。须
知，底线思维是我们保持定力、弹好钢
琴、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的重要思维
方式，而不是抱残守缺、不思进取的挡
箭牌。底线思维立足于守底线，但追
求的是达高线。

底线思维是一种担当思维。有人
以为，守底线就是不犯错误、不捅娄
子，进而信奉宁可不做事也不能惹事、
出事。不错，底线思维要求讲纪律、守
规矩，为人做事不越红线、不碰高压
线，但并非束缚人的手脚，让人胆小怕
事、不敢担当，而是让人保持定力，搞
清楚什么是真正重要的，在坚持原则
的基础上不计较个人得失，勇于担当
奉献。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坚持

底线思维，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
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
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
握主动权。这告诉我们，坚持底线思
维，不是遇到问题绕着走，而是强调做
工作要有预案、对险情要有准备，进而
遇事不慌、临危不乱，积极主动工作，
有效应对风险挑战。例如，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确保 5000 多万农村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是最硬的底线。如果没有
担当精神，不敢较真碰硬，不深入贫困
地区、贫困群众，搞清楚贫困底数、致
贫原因，采取精准管用的办法、调动全
社会的积极性推进脱贫攻坚，怎么能
实现脱贫目标？又怎么能守住建成全
面小康的底线？

底线思维是一种进取思维。有人
以为，守底线就是看好摊子、守住地
盘，不要冒风险、找麻烦。不错，底线
思维要求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不盲目
冒进、投机取巧，但并非墨守成规、不
思进取，也不是消极应付、信奉无错就
是功。底线思维明确能接受的最坏情

况，是为了防患于未然、求得最好的结
果。底线思维注重对危机和风险等负
面因素进行管控，而不是降低标准、无
所作为。守底线，是为了补短板、过险
滩、冲高线。今天，面对经济下行压
力、转型升级挑战，最考验领导干部勇
气与智慧的就在于能不能看到风险、
会不会破解难题、敢不敢争取最佳。
实际上，底线光靠守是守不住的，进攻
是最好的防守。“十三五”规划《纲要》
提出未来 5 年经济年均增长保持在
6.5%以上，各地相应确定了经济增长
目标。怎样实现这样的增速？在经济
新常态下，靠惯性思维、陈旧体制、过
时办法、传统产业显然是不行的，必须
贯彻新理念、形成新体制、运用新办
法、发展新产业。也就是说，只有积极
进取、改革创新，才能达到发展目标、
守住增长底线。正所谓“取乎其上，得
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
下，则无所得矣”。

底线思维是一种开放思维。有人
以为，守底线就是只扫自家门前雪、种

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要吃着碗里
的、看着锅里的；虽然“世界那么大”，
但是和我没关系。不错，底线思维要
求明确警戒线、临界点，做到心有所
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但并非闭目
塞听、闭关自守，而是要准确判断国内
国际各种风险挑战，充分利用国内国
际各种资源和条件，海纳百川、开放包
容，防范风险、借力使力，在参与竞争
中增强竞争能力。就拿守住不发生系
统性区域性风险底线、维护国家经济
金融安全来说，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
展、我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大趋势
下，自我封闭起来显然是行不通的，那
样只会酿成更大风险。须知，只有建
成经济强国、金融强国，才能更好维护
经济安全、金融安全；而要建成经济强
国、金融强国，必须提高对外开放水
平、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可
见，正确的做法是在开放中增强自身
实力和抵御风险能力。对于一个地区
的改革发展来讲，道理也是如此。

选自·《人民日报》·

1.山楂帮助消耗脂肪
我们常常在吃多了东西，不

太好消化的时候吃点山楂丸，因
为它可以帮助我们迅速消化。因
为山楂中含有的粗纤维高达20%，
可促进肠蠕动。山楂还可以增加
胃蛋白酶活性，所含的脂肪酶能
促进脂肪分解，起到消食积、助消
化作用，在消化肉类方面功效尤
其显着，它还有降血脂及血压的
作用，对预防心血管疾病及强化
心脏分外有益。山楂助消化作用
明显。

2.苹果帮助排除脂肪
苹果是很不错的水果之一，

而且热量很低。由于苹果里含丰
富的膳食纤维果胶，而果胶基本
不含热量，只是从人体经过，但它
每次经过人体时，总会随手带走
点什么，比如脂肪、油脂……在帮
助刮油，减轻体重的同时，还会令
皮肤更加光亮润泽。

3.凉拌菜可抑制脂肪
每餐要有一道凉拌蔬菜或者

是菌藻类，其目的之一是要减少
油脂的摄入，未经热加工营养素

流失更少，其二就是可抑制脂肪
的吸收，也会减少脂肪的摄入。
首先蔬菜里面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都非常丰富，是我们人体的主要
来源，再一个蔬菜中多含有丰富
的膳食纤维，可帮助我们排出脂
肪。另外凉拌蔬菜可以很好的帮
助我们平衡体内酸碱，如果我们
先吃一些凉拌蔬菜，然后再吃荤
菜，那么会抑制很多脂肪的进入。

4.食醋可促进脂肪代谢
食用醋中所含的氨基酸，不

但可以分解体内脂肪，而且还可
促进糖类、蛋白质等新陈代谢的
顺利进行，因此可起到良好的减
肥效果。此外，在摄取过多的鱼、
肉、精白米、面包等食物后，喝点
醋能起到助消化的作用，醋含有
挥发性物质及氨基酸等，能刺激
大脑神经中枢，使消化器官分泌
大量消化液，增强消化功能。

吃4种食物解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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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动态底线思维内含高线追求
丰富老人晚年生活

本报讯 近日，双岗街道小桥湾社
区举办了第三届社区睦邻文化节，本届
文化节最吸引人注目的是，社区为辖区
内10名有50年党龄的老党员代表颁发

“金穗之星”奖牌，以此表达对这些老党
员的崇敬之情。这些老党员们大都没
有惊天动地的事迹，但却用跨越逾半个
世纪的传承书写着对党的忠诚，并在社
区默默发挥余热。

与此同时，小桥湾社区还为5名“社
区好人”颁发了证书。该社区自今年5
月起开始在辖区范围内寻找“身边好

人”，用邻里间的平凡善举，弘扬社会的
正能量。巧合的是，5位“好人”中有两
位女士都姓郭。一个是土生土长的合
肥人郭媛嬿，一个是乡音未改的福建妹
子郭梅金，一个54岁，一个37岁。两个
性格迥异的邻居，一对姐妹花。郭媛嬿

有一个瘫痪在床、每天需要细心照料的
老母亲，郭梅金有两个需要日常看护照
顾的上学的孩子。长达10年的邻里互
助，使她们从陌生到熟悉，从彼此“隔门
观望”到主动靠近帮忙。其间，那两双
时常紧握在一起的手，用抱团取暖般真

诚和温暖，诠释了中华民族“远亲不如
近邻”的优良传统。当郭媛嬿捧起“睦
邻友爱之星”奖牌时，深情地说：“邻里
之间多一些主动关爱，会让我们的生活
充满感恩和感动。”

文化节的压轴大戏是社区居民自
编自演的文艺节目：幼儿园小朋友带来
的舞蹈《我想要颗红五星》、京剧票友演
唱的《沙家浜选段—智斗》、社区夕阳红
舞蹈队带来的舞蹈《父亲的草原母亲的
河》……激情四射的表演将现场观众的
热情瞬间点燃，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既是

对节目的称赞，更是表达了对和谐社区
的祝福。

近年来，小桥湾社区通过开展睦邻
文化节系列活动，牢固树立“以人为本、
服务居民”理念，以特色党建为引领，以
网格化为统揽，以沈浩、金岚岚精神为
标尺，以“一线为民工作法”和党员志愿
者活动为载体，凝心聚力，开拓创新，在
为民服务上下功夫、出实招，不断提升
社区服务品质，以朴实的为民情怀赢得
了辖区居民的真心称赞。

（吴年 王艳 董向明）

和谐社区 幸福邻里

本报讯 近日，杏林街道丽都
社区联合街道团委，邀请来安徽
中医药大学的大学生，在社区文
体中心开办了以“美丽青春 志愿
庐阳”为主题的华爱暑期托管学
校。在为期一月的办学活动中，
将不仅为孩子们提供课业辅导，
还安排有安全教育、音乐、美术、
太极、话剧、科学实验、户外实践
等课程，让辖区孩子们的暑假生
活五彩缤纷、充实快乐！

这也是该社区连续第三年开
办夏令营式的暑期托管学校了。
丽都社区此举解决了孩子们暑假
期间不是看电视，就是打游戏的
难题，丰富有趣的课程不仅深得
小学生们的喜爱，更是得到了家
长的欢迎。近些年暑期还没开
始，就有很多家长来询问暑期托
管学校事宜，都说暑期把孩子放
在托管学校，他们心里踏实、放
心。 （何丽萍）

托管学校受欢迎

义卖活动献爱心

近日，一场以“废旧毛巾‘变’
花盆 义卖扶助困难户”为主题的
活动在四里河街道四泉花园举
行。活动现场，由该街道民生工
程义务监督员、企退志愿者以及
社区工作人员利用废旧毛巾等材
料制作的花盆，被过往居民抢购
一空。该街道负责人表示，此次
义卖是继“一元捐”民生工程之后
又一项爱心接力活动，义卖所得
的 1500 元善款将全部捐给辖区 8
户困难户。

王领 刘艳艳 摄

本报讯 近日，逍遥津街道九
狮桥社区组织合肥学院的大学生
志愿者，走进社区农家书屋，开展
主题为“走进农家书屋、共创读书
文明”活动。

如今在九狮桥社区农家书屋
可以看到，来到这里的小学生有
的安静地坐在里面认真看书，有
的在做作业。大学生志愿者对有
需求的小学生们进行辅导。书屋
内充满了浓浓的学习氛围。

“学校放暑假了，爸爸妈妈平
时都在外打工，一个人在家里也
没有意思，所以我就和小伙伴一
起来农家书屋看看书，写写暑假

作业。不会的还可以得到哥哥姐
姐的辅导，这里真的很好。”小学
生轩轩高兴地说。

据了解，为确保社区儿童过
一个平安、快乐、有意义的暑假，
进入假期以来，九狮桥社区依托
农家书屋，动员志愿者参与，陪孩
子们一起快乐学习，并为他们进
行答疑解惑和心理辅导，帮助孩
子们培养阅读兴趣。接下来，社
区将进一步做好志愿者的动员和
招募，为农家书屋志愿服务活动
的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史婷婷 汪唯）

快乐暑期在书屋

本报讯 为了丰富暑期学生
的业余生活，让少年儿童过一个
安全、健康、充实、愉快的暑假，培
养学生多动手动脑、勤于观察等
诸多方面的能力，日前，逍遥津街
道县桥社区关工委联合百分国学
院开办了剪纸兴趣班。

7月11日上午，在百分国学院
的教室里，20 余名中小学生在老
师的耐心指导和讲解中，开始了
第一节剪纸课。由于孩子们都是
初学者，老师从简单的几何图形

剪纸开始教，然后慢慢向复杂图
案发展。这种循序渐进的教学方
式，让孩子们容易接受，学得轻
松。

孩子们按照老师的示范，折
纸、剪纸，仔细操作。每每展开手
中的剪纸作品时，孩子们都格外
小心翼翼，生怕稍不留神就前功
尽弃。当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剪纸
图案从孩子们的手中诞生时，他
们都会兴奋地举起作品向老师、
家长展示。 （马汉霞）

剪纸技艺进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