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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球员暑期训练忙

7 月 30 日，小球员在铜陵市义安区实验小学操
场上进行足球训练。暑假期间，铜陵市义安区实验
小学 70 多名足球爱好者，不畏酷暑，报名参加足球
训练营，通过刻苦训练，强身健体，提高运动水平，丰
富暑假生活。 过仕宁/摄

“爱心路灯”点亮乡村公路
本报讯 “不忘相邻，不忘家乡，两位自主创业的

青年真是好样的!”桐城市双新经济开发区三友村庙

湾组江秀山老人高兴地说。近日，在外创业的村民江

少峰、江根为家乡办了一件大好事，自费在村中安装

了21盏路灯，赢得街坊四邻点赞声一片。

已到北京工作的江少峰说，今年端午节回老家，

傍晚出门时看到不少老人和小孩在黑暗中出行，很是

不便，于是便萌生了自费安装路灯的想法。回家后，

江少峰在网上发现有新型的太阳能路灯，不用连接电

源，非常方便，便把想法告诉村支书，并得到了大力支

持。江少峰又把安装路灯的想法告诉了同村青年江

根，江根表示支持并愿意参与。后经统计需要 21盏
路灯，两位青年共同出资1.26万元购买了路灯并送到

村里。“我现在虽然定居北京，但是小时候在老家经常

接受乡亲们的帮助，这也算是一种传承。”江根说。

两位青年的善举也感动着其他的村民，为了节省

安装费用，村民自发组织十位志愿者，两天时间内将

21盏路灯全部安装到位。

据了解，该区三友村一直是村民自治、美丽乡村

的典范，文明创建也名列前茅。三友村党总支书记江

小平表示，三友村今年将在环境整治、亮化工程上再

下功夫，“亮”起来仅是一个开始，“靓”起来才是最终

目标。 （刘秋阳 黄文成）

四川女子千里寻母
泗县民警助力团圆

本报讯 日前，宿州市泗县屏山镇白庙村村民丁

某萍在亲属的陪同下，来到泗县公安局屏山派出所，

见到了分别多年的女儿石某霞，母女俩相拥而泣。经

过20多个春秋的期盼，两人终于迎来了这一天。

7月18日上午，四川籍女子石某霞来到泗县公安

局屏山派出所求助，请民警帮忙寻找与其分别 20多
年的母亲丁某萍。

石某霞两岁时父母离异，她一直跟随父亲在四川

渠县生活，已记不清母亲的模样，只听父亲说过母亲

名叫丁某萍。缺失母爱的她从小就有一个梦想：长大

后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母亲。

由于思母心切，凭着父亲提供的母亲老家在泗县

屏山镇这一信息，7月 18日上午，石某霞千里迢迢来

到泗县公安局屏山派出所求助。

了解情况后，值班民警立即展开工作，一边通过信

息查询系统进行查找，一边向当地村干了解相关情况。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大量工作，民警发现，屏

山镇白庙村村民丁某萍与石某霞提供的其母亲的情

况十分吻合。民警迅速上门走访了解情况，并向丁某

萍说明了事情经过。在核实相关情况后，丁某萍很快

在亲属的陪同下来到屏山派出所，见到了分别多年的

女儿。 （柏立席 黄启艳）

8月2日，在阜阳经开区第一
初级中学新冠疫苗流动接种点，医护

人员为学生接种新冠疫苗。
为满足群众新冠疫苗接种需求，阜阳市颍州

区在原有接种点的基础上，分别在该市第十五中
学、第十七中学、经开区第一初级中学、经

开区颍南中学等设立新冠疫苗流动
接种点，医护人员加班加点、争

分夺秒，全力保障疫苗
接种有序进行。

王彪/摄

本报讯 “当时没考虑那么多，把衣服鞋子一脱，就跳进

水里了。”8月2日，说起自己前一天跳入河中救人的事，辅警

王强表示。

8月1日上午8时许，马鞍山市当涂县公安局太白派出所

接到群众报警求助，称在太白镇秦河村有人落水。民警赶到

现场后，发现一名年轻男子已随水流漂到了河沟中间，且头

部不时向水下沉入，情况非常危急。辅警王强没有丝毫犹

豫，套上救生衣后便一头扎进水里，奋力游向落水者，并将其

拽至岸边，和岸边的人一起将其拖上了岸。围观群众纷纷为

王强竖起了大拇指。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身为一名辅警，这是我的使命，更

是我的责任，义不容辞、义无反顾!”王强说。据了解，王强

2013年从部队退役后就来到当涂县公安局太白派出所从事

辅警工作，他先后参加接处警5000余起，协助民警抓获20余
名违法犯罪嫌疑人。2020年 1月，还曾协助民警救起一欲跳

楼轻生人员。

王强跳入河中勇救落水者的事迹传开后，引发热烈反

响，网友纷纷在网上留言点赞。其中网友“PZk”留言：“王强

在工作中对群众热情周到，是个好辅警，这次又奋不顾身地

救了一名落水群众，为他点赞！”网友“小天堂”留言：“王强在

部队期间也多次立功，回到地方一直保持军人本色，工作勤

勤恳恳，是我们家乡的骄傲!” （胡杉 苏阳）

在安庆市宿松县下仓镇下仓埠社区，有位名叫康春华的

老铁匠，今年 70岁，坚守打铁这门手艺已有 50年，练就了一

身炉火纯青的技艺。

“叮当、叮当……”近日，笔者步入下仓埠社区老街，便听

到清脆的打铁声。循声望去，一间砖瓦结构的旧房子里，康

春华正用铁钳将火炉中烧得通红的铁夹出放在铁砧上，抡起

铁锤反复锻打。走进康春华的铁匠铺，只见一只风箱架在一

个用方砖砌成的炉子旁，炉中的火烧得正旺，屋内的墙壁上，

挂满了打好的菜刀、铁钉、铁耙、铁锹、船锚等铁器成品。

1968年，16岁的康春华开始跟着父亲学习打铁手艺。打

铁虽苦，但他咬牙坚持了下来。1971年，他凭着打铁手艺，进

入公社农机厂成为一名技术工人。1986年，乘着改革开放的

春风，他在下仓埠社区老街租屋开了一家铁匠铺。老街坐落

在黄湖湖畔，那时的下仓埠社区渔业兴旺，家家以渔为业，户

户都造渔船，而造木船少不了各种各样的铁钉，以及固定船

只的铁链、船锚，这些都要靠铁匠手工打制。上世纪 90年代

之前，老街共有十几家铁匠铺，每家铺子的生意都很红火，康

春华正是靠着忙不完的打铁生意，养活了一家子。

“以往每年这个时候，铁匠铺都非常忙碌，家家户户都要

趁渔船上岸‘歇伏’时机，找铁匠打制铁钉、整修船体。”康春

华说，过去，每年夏季他都要打制数千斤铁钉，但后来铁皮船

逐渐增多，木船越来越少，特别是随着国家对大湖生态保护

力度的不断加大，长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全面启动，当地

从事渔业的人越来越少，打制铁器的生意随之减少，现在一

年都打不了十几斤铁钉。由于生意不好，同行纷纷另谋出

路。如今，老街只剩下康春华一家铁匠铺。

“大家都关门歇业了，你为何还在坚持？”笔者问道。

“如今家里孩子都大了，不再靠我一个人挣钱了，我自己

也舍不得丢掉这门手艺。再说，还有许多老客户需要我帮他

们修理农具。”康春华说。十几年前，就有人邀他一起外出务

工，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舍不得关掉铺子。虽然铺子的

生意不如以前，但每天都有人上门找他修补磨损的农具，像

铁锹、锄头这些农具，只能靠人工修补，机器代替不了。

康春华说，手艺人要诚信经营、精益求精。为了保证打

制出上乘的铁器，无论是在选料上，还是在切割、锤炼、煅烧、

淬练等工序上，他都会做到精益求精，先裁料后打胚，点完焊

再继续锤打，最后慢慢修正，反反复复差不多要几十遍。

由于手艺精、讲诚信、价格合理，当地居民都喜欢找康春

华打制铁器、修补农具。上世纪 90年代，康春华也曾带过几

个徒弟，然而，由于吃不了这份苦，再加上传统手工作坊逐渐

衰落，他们都没能坚持下来。

如今，康春华身体硬朗，抡起锤子仍比一般的年轻人

厉害。“即使到了 80岁，只要身体能跟上，我还会继续打下

去……”50年的坚持，对康春华而言，打铁已经不仅仅是谋生

手段，而是对匠心的坚守。 （孙春旺 罗丹 文/图）

点赞！退役军人奋不顾身跳河救人7月26日上午，刚刚被华东政法大学

录取的张杨崎带着录取通知书和一封感

谢信来到亳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与帮助

过自己的特警一起分享这份喜悦。这是

怎么一回事呢？

6月 7日上午，亳州市公安局特警支

队反恐防暴突击大队在亳州市第五中学

考点执勤，临近上午考试结束时，得知一

名考生因脚部受伤无法行走。这名考生

就是张杨崎，高考前半个月，她下楼时不

慎滑倒，韧带拉伤。执勤特警得知情况

后，为了更方便地接送她，向医护人员借

了一个轮椅。就这样，高考期间，特警支

队民警程迪和同事在征得教育部门的同

意后，负担起了接送张杨崎的责任。

“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们背着我上楼的

时候，因为我怕麻烦他们，想蹦着上去。

他们说，你还要考试，这样不消耗体力

吗？当时真是感觉特别暖心。”张杨崎说。

张杨崎在今年的高考中考出了614分
的好成绩，被华东政法大学录取，7月26日
她收到了通知书，第一时间就想到要和当

时帮助过她的特警一起分享这份喜悦。

前一天晚上，张杨崎还连夜给帮助过

她的特警写了一封信，信上写道：“亲爱的

特警哥哥……其实我从小就想参军，这次

的经历更坚定了这个想法。人民警察为人民，这话一点

都不错。这次谢谢你们啦，虽然对你们来说只是件小事，

但是对我来说意义真的不一样。谢谢你们！”

“我们当时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看到她考得那么

好，我们也非常开心，希望小姑娘学业顺利，实现自己的

梦想。”民警程迪说。 （程莊臣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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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宣城市旌德县旌阳镇北门社区热闹非凡。由旌德

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旌德县济困助学志愿者协会开

展的“2021年第一批困难学生发送捐款”活动正在这里举行，

活动现场共为87名受资助学生发放了爱心善款。

旌德县济困助学志愿者协会成立四年来，已经募集捐款

140余万元，资助困难学生640人次。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

开一直在背后默默努力和付出的志愿者们。旌德县农委退

休老党员黄承义便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他退休后开始了长达

11年的个人济困助学之路。感恩反哺助学子，回馈社会尽绵

力，是这位古稀老党员最简单又最真诚的心愿。

自幼贫苦完成学业

黄承义1946年出生于黄山市歙县，1956年母亲因病去世

后家庭十分贫困，1960年父亲又因为血吸虫病去世，当时准

备上初三的他，只凑到了 5元钱带到学校。班主任赵老师得

知后，联系学校免除了黄承义初三的伙食费、学费以及之前

欠下的上百元费用。

上了高中之后，赵老师又帮黄承义写了介绍信给新的班

主任，减免了黄承义高中三年的费用。1964年高考，黄承义

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安徽农学院（现为安徽农业大学）农学

系农学专业。到学校后，黄承义申请了最高的甲等助学金，

顺利完成了学业。1968年大学毕业后，黄承义被分配到旌德

县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在旌德一待就是38年。

自1973年入党后，黄承义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

己，曾获得两项省科技成果奖和省农业科技推广先进个人荣

誉称号。他从一名普通的农技干部，一步步走上农委总农业

师的岗位。

儿时的求学经历，让他更加了解贫困孩子对上学的渴

望。他说：“如果不是党和政府给我免除了学费和伙食费，上

大学又给我发放助学金，我不可能顺利地完成学业。”带着一

份感恩之心，黄承义总是想尽办法帮助那些求知若渴的孩子

顺利地完成学业。

踏上助学济困之路

2010年，黄承义退休后，从旌德辗转到北京打工，他委托

朋友在旌德的论坛发布帮扶公告。很快他便与版书镇南关

村一户特困家庭建立了助学帮扶关系。

这是一户因病致贫的特困家庭，母亲患有哮喘，双腿残

疾，家里有一个11岁的女孩在读小学。

“后来我借回安徽出差的机会来到了这位小女孩的家

里，看到她们一家人挤在 40多平方米的土坯房里，家里没有

一件像样的家电。”黄承义说，他在女孩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

的影子。在女孩求学的几年里，黄承义一直按照小学每年

1000元、中学每年1200元、大学每年1500元的资助标准对她

进行长期帮扶，直到女孩专科毕业参加工作。除了助学以

外，黄承义还帮忙协调这户特困家庭申请到了 1万元的危房

改造资金，并个人捐款1000元帮他们修缮房屋。

后来，黄承义又陆续资助了两名贫困学生。他还在闲暇

时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活动，先后为旌德县云乐敬老院捐款

500元购买彩电、向敬老院经济困难病人捐款500元、为农村

中小学捐资1600元等。黄承义帮扶的对象主要是因病、因残

和因灾致贫的特困家庭，后来随着物价的上涨，他的资助标

准也从原来的 1000元、1200元、1500元分别提高到 1200元、

1500元、2000元。对于黄承义济困助学的举动，家人也非常

支持，“只要老人开心，我们就放心。”

在党的百年华诞来临之际，黄承义特意联系党组织，上交

了1万元的特殊党费。黄承义说：“想通过这种方式庆祝建党

100周年，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和永远跟党走的坚定决心。”

众筹助学无私奉献

2017年初，旌德县版书镇关工委为黄承义提供了两名贫

困学生的资料，黄承义想到让更多的爱心人士来关心这些贫

困学子。在征得对方同意后，黄承义将贫困学生的相关情况

发到了网上。“没想到发布当天就有很多人联系我，表示愿意

资助这两名学生。”黄承义说，从那时起，他就萌发了成立一

个公益组织，凝聚更多人的力量帮助更多贫困学子的想法。

2017年3月底，由他召集并发起的旌德县济困助学志愿者

协会正式成立了。众多爱心群众纷纷慷慨解囊，自愿要求加

入志愿者队伍，并在一定范围内迅速掀起了一股“助学热”，协

会成立当年就募集助学资金9.3万元，资助了53名学生。

最让黄承义感动的是，除了旌德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

外，南京的“老吕爱心助学社”等外地公益组织也通过关工委

找到了他们。“这个公益组织四年里共捐款 23万元，资助了

47个困难学生。今年这家公益组织的发起人身患重疾，但是

仍然派成员参加了 6月 12日的捐资助学仪式，并带来了善

款，他们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让我们非常感动。”

目前，旌德县济困助学志愿者协会志愿者已经发展到1000
多人，会员71人，26个核心志愿者团队。四年来累计募集捐款

142万元，发送捐款141.3万元，资助困难学生640人次，受益学

生264人。协会2017年资助的9个大学生中已经有3人获得国

家奖学金、2人考上了研究生、3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受到黄承义资助的贫困学子每当要感谢他时，他总是憨

厚地笑着说：“不用感谢我，将来成才了不要忘记为社会多做

些贡献。”黄承义就是这样一位不忘初心、以感恩情怀反哺社

会、热心公益事业的老党员，时刻用自己的满腔热忱去帮助

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余庆）

张杨崎与特警一起分享被录取的喜悦张杨崎与特警一起分享被录取的喜悦

疫苗接种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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