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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第四季员工家属开放日“走进铁投

公司 共树廉洁家风”活动举办，吸引 80多个

家庭 170余人参加。

活动中，员工及家属们通过观看公司宣传片和安徽铁路建设发

展展板，详细了解近年来省投资集团在安徽铁路建设发展中取得的优

异成绩。集团纪委组织观看了廉洁家风教育视频，使大家深刻体会到廉洁家

风对于员工成长、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强化了“家风连着党风，家廉才能政

廉”的廉洁家风意识。

活动还通过互动游戏环节，营造出轻松愉快的气氛，促进了

各单位员工和家属的沟通交流。

图为员工和家属在签到墙上写下美好祝愿。
（王方/文 王泓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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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至7日，由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合

肥市人民政府主办，安徽新华发行集团、安徽出版集团

承办的2021年中国黄山书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

举办。本届黄山书会通过线上、线下双向互动，融合线

下实体渠道和线上云平台，进一步提升黄山书会的辐

射力、影响力。

文化盛宴 历久弥香

提起书展，国内目前已形成“东南西北中”五大书展

格局：东部有上海书展，西部有四川天府书展，北方有北

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南方有广东南国书香节。而中部地

区最具有影响力、覆盖人群最广的，就是安徽的黄山书

会。

自 1987年开办以来，黄山书会(前身为黄山书市)
一直都是安徽书香溢满全国的重要品牌。作为中国

历史最悠久的规模性书展之一，每届黄山书会都是一

场文化盛宴。以其高品质的书籍展销、高标准的文化

活动、高水平的办会形式，受到业内外人士和广大读者

的好评。

2016年的第12届开始，黄山书市正式更名为“中国

黄山书会”，着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和吸附力的区域

性文化活动品牌。升格后的中国黄山书会增强了主动

性、创新性和实效性。对原有书市内容和形式全面升

级，推荐经典名作，弘扬原创精神。以书会主会场为中

心，线下联动全省新华书店、合作机构，线上全国同步

推送、粉丝互动，为全民阅读提供全方位服务。

一直以来，黄山书会秉持“以文会友、以书会友、以

诚会友”的理念，在安徽打造了一块全民阅读新高地。

在这里不仅能读书购书，读者更能实现与文化名人的

直接互动。读者耳熟能详的作家们也纷纷在黄山书会

举行签售或举行读者见面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文化名牌 熠熠生辉

2021中国黄山书会以“书声阅百年 书香满江淮”

为主题，突出专业办展、融合办展、安全办展等。安徽

出版集团、浙江出版联合集团等500余家出版单位、100
余家网上书店参与此次书会，书会期间，线下线上展示

展销精品图书20余万种。

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黄山书会在主

会场中心位置重点打造了“党史学习教育主题馆”，在

全省主、分展场同步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
年优秀出版物联展”。书会期间还推出“庆祝建党百年

百部好书”“庆祝建党百年十大献礼图书”“农民最喜爱

的百本图书”等成果展，通过集中展示展销一批反映党

的理论和实践成果的主题出版物，充分展示党的光辉

历程、丰功伟绩、优良传统。

本届黄山书会的合肥主会场根据图书主题和产品

类型进行统一规划设计，书会主会场设置党史学习教

育主题馆、浙江出版集团馆、安徽出版馆、数

字馆、安徽精品期刊馆、少儿馆、文学馆、综合

馆、华东六少馆、华东九美馆、智能体验馆、文

创精品馆、公共文化服务展示馆等 14 个展

馆。此外，现场还设立了时代出版、皖新传

媒、行业达人等6个直播馆，名家签售、新书首

发、作品阅读分享等400多场阅读推广活动同

步举行。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书会还融入了前沿

的科技元素。在充满科技感的“数字馆”，主

要展出智慧学校整体解决方案、专门针对安

徽省高中学生打造的全学科视频学习工具

——皖新十分钟学校、智慧课堂、美丽科学、沉浸式教

学的“VR设备体验”、物联网等互联网产品和技术，让

读者沉浸式感受科技带来的开创性变化，知晓“科技改

变生活”。书会期间，该馆每天还在中心位置举办机器

人舞蹈秀。

书会承办方皖新传媒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皖

新传媒以“中国黄山书会”线下活动为契机，在线上同

步打造“皖新传媒读者节”“皖新云书店”小程序，构建

网上商城分会场，打造实体书店和互联网相互融合，纸

书和数字内容立体整合，线下活动和线上互动充分结

合的安徽省全民文化活动的重点品牌。

（胡雨松 本报记者 万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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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淮北矿业集团工会主办以“弘扬家国情 奋进新征
程”为主题的红色家风故事会暨“最美家庭”揭晓仪式。根据

“红色家庭”“最美家庭”的故事拍成的短片在舞台展示。仪
式上，淮北矿业集团工会还专门为获得荣誉称号的家庭赠送
了由集团职工、剪纸大师陈国斌创作的剪纸《家》。

张瑛 张万学/摄

淮矿：讲最美故事 传优良家风

11 月 7 日，中煤
新集刘庄煤矿在井
口等候大厅开展安
全谜语竞猜活动，旨
在让职工们在寓教
于乐中接受安全教
育。此次谜语竞猜
内容涉及到煤矿安
全生产用语、安全设
施名称及常用生产
工具，职工们在学到
安全生产知识的同
时还能获得肥皂、毛
巾、洗发水等纪念
品。图为安全谜语
竞猜活动现场。

李占辉/摄

谜语竞猜忙谜语竞猜忙““充电充电””

本报讯 日前，阜阳颍上首部院线电影《守望》映前发布

会召开，该片将于11月11日正式在全国院线上映。

据悉，《守望》是颍上本土作家韩文仲以颍上农村

为大背景，反映了改革开放后农村大批劳务输入

沿海城市的社会现状，展现农村留守儿童成长

的真实画卷，侧面反映了颍上经济社会发展

的成果，小说一经出版便引起强烈反响。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在阜阳

市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下，颍上的文化

公司与中宣部直属单位将其改编成电

影《守望》。该片被列入阜阳市、安徽

省重点文艺项目，由国家一级导演黎

涛执导，于今年 1月 6日在颍上县开

拍。电影以留守儿童夏晨晨为主角，

描述了中学生尤其是留守儿童在社

会关爱下健康成长的历程，真实展现

了颍上县中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反

映了部分留守儿童曲折的成长经历，

全面展示了颍上教育事业“成绩单”和

扶贫干部在教育扶贫、精神扶贫上取得

的成果。

“我想通过这部电影呼唤起社会各界对

广大留守儿童的关注，同时也希望孩子们能够

转变心态，健康快乐地成长。”从事乡村教师30余
年的《守望》作者韩文仲说。

值得一提的是，该片曾在管仲老街、淮河岸畔及南

照镇、慎城二小、颍上五中等地取景，融入众多本土元素。

发布会上，导演黎涛及主演丁嘉丽、刘辰希等分别通过视

频连线的方式，讲述了自己在拍摄期间的感受，同时表达了对颍上

人民的真诚祝福。 （王雪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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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发改委、体育总局等多部委联合出台

《关于推进体育公园建设的指导意见》，打造绿色便捷

的全民健身新载体。目前合肥市已经建成多个体育

公园，还有多个项目在加快推进。

合肥体育公园建设已初具规模
汪云是一名园艺工人。白天，他拿着剪刀为各类

苗木修剪枝桠。到了晚上，汪云就成了蜀峰湾体育公

园里人气颇高的“健身教练”。从2015年开始，他经常

到蜀峰湾公园健身，体重减去了好几十斤，吸引了好

几十人跟他一起锻炼。在小型多样场地设施建设方

面，近年来，合肥市将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纳入了

市级民生工程和市政府为民办实事事项强力推进，建

成了以环城健身带、蜀峰湾体育公园、天鹅湖健身广

场、市民篮球公园为代表的全民健身示范工程。而在

更早之前，天鹅湖体育公园的建设更是给天鹅湖公园

增添了丰富的活动空间。作为整个天鹅湖景区的延

伸，这里有下沉式网球场、游泳馆、健身馆、乒乓球馆、

篮球场、儿童游戏场等各种体育活动室。在合肥不少

普通公园里，也都有相关的体育运动设施，比如在老

城区的杏花公园里，就有多片网球场。在滨湖新区的

塘西河公园，也有篮球场。

截至2020年底，合肥市拥有各类体育场地设施数

量超2万个。值得一提的是，“十三五”期间，该市还累

计安排 6000万元体育强市建设专项资金，完成了 5个
体育特色小镇和15个体育公园器材配建。

多个项目正在加快推进
2020年 8月，合肥市被国家体育总局确定为全国

首批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除了已经建成的体育

公园，当前，在合肥市还有不少体育公园项目正在加

快推进当中。10月中旬，合肥市发改委正式批复了修

改后的新站高新区学林体育公园项目初步设计。下

一步，这里将主要建设篮球场、5人制足球场、乒乓球

长廊、笼式足球场、天下棋院、儿童游乐、群众健身等

体育设施场地。该项目计划今年底完成招标工作，体

育设施进场，预计明年上半年建成投入使用。

而在滨湖新区，位于云谷路与云南路交口西南，

因轨道 5号线施工影响，云谷体育公园建设一半时停

滞。因受公园、景观用地政策调整的影响，待履行相

关用地手续后，合肥滨湖科学城管委会将督促代建企

业尽快完成公园建设并对外开放。

合肥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十四五”末，力争

城市建成区公园绿地达500个以上，努力实现300米见

绿、500 米见园。接下来，合肥市还将推动“体绿结

合”，将体育健身器材配建纳入园林绿化建设，提升公

园的复合功能。 （方佳伟 马梅）

合肥：推动“体绿结合”新建体育公园

新华社上海11月7日电（记者 许东远 朱翃）2021英雄

联盟全球总决赛6日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中国战队

EDG与韩国战队DK鏖战5局，以3：2击败对手，捧起了总冠

军奖杯。中单李汭燦获得FMVP。
此次在决赛中代表EDG拿下冠军的李炫君、赵礼杰、田

野三名选手，都是上海市电子竞技运动协会注册电竞运动

员。

赛后，上海电竞协会发文祝贺：“为中国电竞赢得荣誉，

为上海电竞争光添彩。望今后的训练比赛中加倍努力、守正

创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上海电竞再创辉煌。”

英雄联盟分部为EDG俱乐部最早建立的核心分部，也

是迄今为止LPL战队中获得冠军最多的队伍，包括六次LPL
联赛冠军、六次德玛西亚杯冠军、一次MSI冠军、两次亚洲对

抗赛冠军、一次全球总决赛冠军。

2014年，EDG电子竞技俱乐部正式扎根上海，从建立

之初的居民楼训练室中从不间断的键盘敲击声，到入驻国

内首个专业电竞产业园区，EDG一直走在电竞行业发展的

最前端。

2021年1月，上海国际新文创电竞中心在上海虹桥主城

前湾地区举行开工仪式，未来EDG俱乐部也将扎根于此，建

成EDG俱乐部的全新基地，并建立自己的俱乐部主场。上

海国际新文创电竞中心预计于2023年竣工。

上海电竞协会
发文祝贺EDG夺冠

洛河发电厂
举办“技改路上·奋斗有我”摄影展
本报讯 日前，由洛河发电厂工会主办的“技改路上·奋

斗有我”主题摄影作品展在该厂区主干道展出，吸引了来往

职工驻足观看。

自 9月 1日该厂技改工程全面开工以来，厂工会启动了

摄影作品征集活动，共征集到200余幅（组）作品，通过专家评

选，从中遴选 100幅（组）予以展出。此次展览旨在记录 5号
机组综合升级改造及A级检修中的生动画面和感人场景。

活动得到了厂摄影协会及职工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响

应。职工摄影爱好者们深入大修技改现场，用镜头记录技改

中的重要节点，聚焦热火朝天、汗流浃背的劳动场景。这些

作品贴近职工，贴近一线，全面展示了该厂职工吃苦耐劳，顽

强拼搏的精神风貌，鼓舞人心，催人奋进。 （常娟）

芜湖湾沚镇职工健步行
本报讯 11月 4日早晨 7时，芜湖湾沚镇职工健步行活

动在生态乡愁文化底蕴浓郁的龙尾张自然村举办。此次活

动路线全程约 6公里。参加活动的职工们沿途既能观赏到

秀丽的南湖风光，也能细细感受到这个美丽村庄发生的翻

天覆地的变化。

湾沚镇负责人表示，将会继续组织多元化的活动，用丰

富多彩的团队合作形式凝聚职工们的向心力，推动养成健康

文明的生活方式。 （李韵枫）

1111月月66日日，，读者在黄山书会主会场选购图书读者在黄山书会主会场选购图书。。柏文柏文//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