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这是一条“可视”的新闻，
抖音扫描上方二维码，可以看到一
条关于这本书的微视频。

本报讯 日前，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知识 50 问》一书，

在各地工会举办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

集中行动”“工会进万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温暖行动”服务月等活动上走俏，被作为入

会知识普及手册赠送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及新成立的平台企业工会。

据悉，该书是在全国总工会基层工作部

等相关部门的指导下，由全国工会知识服务

平台“学习强会”组织工会领域专家及工会

工作者编写，以让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货

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全面了解工会、真心向往

工会、主动走进工会为内容设置导向，以 50
问的形式生动地回答了什么是工会、工会能

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做些什么、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怎样加入工会三方面的内容。全书

深入浅出，图文并茂，对与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利益密切相关的入会知识、工会能够为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的服务以及工会的职

能等都有一个全面的呈现。书上还附有音

频内容，浓缩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知识

要点，扫描书内二维码即可收听。

该书的特色之一在于书中的 50个问题

是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问题征集活动

收集而来，所有设问贴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关于入会的真实需求，反映了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的入会心声。

据介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问题征

集活动是在全国总工会基层工作部的指导

下，由“学习强会”平台、《中国工人》杂志联

合全国总工会安徽蹲点工作组、江西蹲点工

作组、广东蹲点工作组、陕西蹲点工作组在

线上、线下发起的活动，在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群体中反响热烈。因此，这本由广大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与

专家共同创作的

图书，在出版前即

已 受 到 广 泛 关

注。 （陈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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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省政

府出台并发布的《安徽省

全 民 健 身 实 施 计 划

（2021—2025年）》提出，我

省计划到 2025年，实现县

（市、区）、乡镇（街道）、行

政村（社区）三级公共健身

设施和社区15分钟健身圈

全覆盖。经常参加体育锻

炼人口比例超过42%，人均

体育场地面积超过 2.6 平
方米，每万人拥有足球场

地 1.1块，每千人拥有社会

体育指导员 2.5名，国民体

质监测合格率超过92%，带

动全省体育产业总规模超

过2200亿元。

根据计划，我省将实

施全民健身设施补短板五

年行动计划，严格落实城

镇社区全民健身设施建设

标准，新建或改扩建体育

公园、全民健身中心、公共

体育场馆等场地设施 100
个以上，建成冰雪或类冰

雪设施80个。推动农民体

育健身工程提档升级，完

成乡镇（街道）全民健身器

材设施补短板项目1200个
以上，新建或改扩建行政

村（社区）全民健身设施

5000个以上。新建足球场

地 600个以上。新建健身

步道 3000公里以上，打造

“三山三江两湖”全民健身

设施品牌，建设“三山”登

山健身步道体系、“三江”

健身长廊（带）、“两湖”健

身圈。

同时，开展公共体育

场馆开放服务提升行动，

促进学校体育场馆规范有

序开放，推动机关企事业

单位体育场馆对外开放。

鼓励通过委托管理和政府

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社会

力量参与健身设施建设及运营。

每年常态化举办全民健身“三级

联赛”，逐步向“五级联赛”拓展，打造

“一市多品、一县一品”特色品牌。办

好各级全民健身运动会和合肥国际马

拉松、亳州国际健身气功博览

会、黄山国际登山大会等具有

影响力的全民健身赛事活

动。举办冰雪嘉年华、冰雪文

化节、欢乐冰雪季等群众性冰

雪活动，推动冰雪项目进校

园。大力发展“三大球”（足球、

篮球、排球）运动，推广武术、龙

舟、围棋等传统运动项目，培育

户外运动、水上、汽车摩托车等

休闲运动项目。

根据计划，我省将促进重

点人群体育活动开展，支持机

关企事业单位经常性开展职

工体育活动，推行工间健身，

加强职工健身服务。开展全

省老年人健身展示、百万中老

年人习练健身气功五禽戏等

活动。实施青少年体育活动

促进计划，开展针对青少年近

视、肥胖等问题的体育干预。

完善学校体育教学模式，开展

青少年运动技能培训，保障学

生每天校内、校外各 1个小时

体育活动时间，促进学生掌握

2项以上运动技能。

为推广运动促进健康新

模式，我省将推动全民健身与

科技创新相融合，建立全省统

一“运动银行制度”和“个人运

动码”，引导群众参与线上全

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智慧

场馆、智慧赛道建设，数字化

升级改造公共体育场馆 60个
以上。

计划还提出，将持续优化

体育产业结构，形成以健身休

闲和竞赛表演为龙头、高端制

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

的现代体育产业体系。招引

一批头部体育企业，培育一批

“专、精、特、新”体育企业，打

造一批体育产业发展集聚

区。扩大体育消费，拓展体育

消费新领域、新场景，举

办体育消费节，打造体育

夜市。支持和引导有条件的旅

游景区拓展体育旅游项目，

打造一批体育旅游精品线

路和品牌项目。

（本报记者 万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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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知识50问》走俏

本报讯 11月27日下午，由安徽省民俗

学会组织举办的李金重散文集《笔拙纸穷情

未尽》一书首发式在省民俗学会基地举行，

来自省民俗学会的有关专家和作家约20人，

参加了首发座谈会。与会人员认为，该书的

作者生活有坡度、人生有宽度、情感有温度。

《笔拙纸穷情未尽》一书分为五大篇章：

游历篇 21篇、生活篇 18篇、亲情篇 20篇、友

情篇 21篇、文艺篇 20篇，全书 322页，共 100
篇力作，约25万字。该书的多数文章都在媒

体上刊发过，是作者多年来文学创作成果的

结晶。

李金重笔名老石，他内心充满着感情，

创作有激情，是一个重情重义、有情有义的

人。该书的字字句句满含着作者的真情实

感，与同事、朋友、战友、师生、亲人之间的点

点滴滴，都是作者笔下美好的回忆，非常感

人。 （郎章正）

《笔拙纸穷情未尽》一书付梓

2022年北京冬奥会赛区共有 11条索道，其中 4条主线承

担所有运动员、裁判员、医务人员、工作人员和观众的运输任

务。特别是延庆赛区C索道为海拔最高、落差最大、使用频率

最高、运营压力最大的一条索道。运维这条索道的，就是我省

派出的黄山索道团队，14名队员均是在黄山索道队伍中精心

挑选出的精兵强将。他们从今年 11月初起，驻扎延庆赛区，

在海拔2198米的海陀山上，对C索道进行赛前全面、细致、彻

底地检查、维护、保养和调试。

11月 7日，北京迎来今冬第一场雪。8日，海陀山雪后初

霁，披上白衣，棉花糖一样的积雪为赛区带去美景的同时，也

为索道维护带来挑战。索道各站点设备是否正常，是否具备

开车运行条件？这不能拍脑袋，要实地查看。然而，原本的检

修步道积雪深达20厘米，连迈步都困难。

办法总比困难多！黄山索道团队副队长张长钢顶着寒

风、沿着运动员的滑雪赛道爬行而上，寒风刮起雪花吹得他一

步一停顿、一步一喘气，2公里的赛道足足走了一个半小时。

到达上站，按照标准逐项完成所有检查，确认正常后，张长钢

才松了口气。

然而，下一个挑战接踵而至。控制中心数据显示，索道线

路上的 3个风速仪数据失常。“应该是气温太低，冻住了！”在

索道行业从业 26年的队长许敏判断道：得赶快抢修！于是，

许敏带领潘奇斌等四人组成抢修小队，开动检修车，冒着呼啸

的寒风和零下18摄氏度的低温，沿着索道逐一抢修。

与普通缆车全然不同，检修车四面通风、头顶无遮挡，只

有栏杆防护，普通人光是乘坐可能都会发晕。“四面无遮挡，方

便我们耳听八方、眼观四路，也便于攀爬出去检查维修。”说着

轻松，但真正搞起检修来可是步步惊心。到达 5号风速仪下

方，潘奇斌将吹雪机背在身上，小锤子、螺丝刀等工具装在衣

兜里，穿好全身式安全带、戴好安全帽，一步一步地从车厢爬

梯爬到车顶、越过轮组、再牢牢抓住索道支架攀至顶部。在他

脚下，是20多米高的支架和无尽的群山，外人看得屏气凝神，

他却镇定自若。果然冻住了！潘奇斌发现，风速仪上方有好

几厘米的积雪，下方还结了冰。他一手紧抓支架，一手拿出小

锤子，轻轻敲打风速仪的横臂，簌簌雪花缓缓落下；变换角度、

多次敲打，积雪基本没了，他又拿出吹雪机，对准结冰的地方，

呼呼吹动。可由于戴着手套，手指难以精准按动吹雪机对准

结冰死角处，他就脱掉手套操作，可不到一分钟，手指就全部

冻僵了，只得重新戴上手套暖和一会儿再继续操作。几个队

员接替轮番上阵，坚持奋战一个多小时终于将三个风速设备

调整好。此后赛区气象情况正常后，C索道恢复正常运营。

冰雪让世界各地的朋友们牵手相聚、让奥运健儿们激情

逐梦，但冰雪却给索道维护检修带来的是极大挑战。在挑战

面前，黄山索道人充分发挥“黄山松精神”，进一步锻炼了队

伍，全力保障了这条“空中走廊”线安全运营。 （李瑶）

黄山索道团队：

匠心守护冬奥“空中走廊”

近日，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省公
共图书馆联盟主办的 2021 年“江淮读书月”正式收
官。一个多月以来，我省百家公共图书馆大联动，利
用各级分馆和服务点，开展图书馆流动服务进机关、
学校、企业、村组、社区、工地、景区、军营等“书香九
进”活动290场次，在全省营造了浓厚的全民阅读氛
围。 季婷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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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寨县图书馆金寨县图书馆
流动图书车进军营流动图书车进军营

马鞍山市图书馆在南马鞍山市图书馆在南
义小学开展小书大爱活动义小学开展小书大爱活动

铜陵市图书馆送书进基层铜陵市图书馆送书进基层，，走进引江济淮工程农民工群体走进引江济淮工程农民工群体

由新华社出品的新闻纪录电影《我

们是第一书记》将于 12月 3日起在全国

上映。影片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生动刻

画了第一书记们扎根扶贫一线，用热血

挥洒青春、用行动诠释奉献的动人事迹，

在展现时代温度和感动的同时，勾勒出

一幅有关青春、奉献、责任、勇气的时代

画卷。

据出品方介绍，电影《我们是第一书

记》以朴实的叙事风格、真诚细腻的情感

视角，通过真实的影像素材，将生命、奉

献、亲情等话题串联起来，以小见大，展

现第一书记这群年轻共产党员有召必

应、使命必达的伟大和不凡，以激励每一

位在平凡岗位上奋斗的普通人。

据悉，影片拍摄历时两年有余，以新

闻素材为载体，通过电影化剪辑方式，力

求为观众带来一次真实的“情感沉浸式”

观影体验。该电影制片人张苗认为，相

较普通的商业电影，《我们是第一书记》

的创作历程截然不同，最明显的区别就

是完全没有剧本，所有呈现的内容都是

书记和当地群众之间最真实的情感与互

动：“可以说影片有 50%的新闻纪录属

性，做到了类型上的创新。” （辛华）

新闻纪录电影
《我们是第一书记》将映

淮北矿业淮北矿业::
““太阳石太阳石””文化获殊荣文化获殊荣

本报讯 近日，淮北矿业集团《绽放光芒的

“太阳石”文化》案例，被苏浙皖赣沪“四省一市”

录入优秀企业文化 50例，作为典型进行宣传推

介，彰显了该企业文化的先进性。

淮北矿业集团自 1958年开发建设以来，历

经60多年的砥砺奋进，企业在做大做强的同时，

也凝聚了独具企业特色的“太阳石”企业文化。

“太阳石是对煤炭的称颂，也是对我们最可爱的

煤矿职工的歌颂。”该集团相关负责人说，“我们

在推进‘太阳石’文化的过程中，既注重思想上的

引领，也注重管理上的运用，把‘太阳石’文化的

触角渗透到企业各个角落，实现外美内实，强身

健体。” （苏章胜）

““新疆丝路文物精品展新疆丝路文物精品展””
亮相安博亮相安博

本报讯 由安徽博物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博物馆联合主办的“锦绣西域——新疆丝路文

物精品展”于11月30日在安徽博物院新馆开展。

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使得农耕

与游牧、东方与西方，在这片沃土上交流、学习、

融合，留下了众多的历史文化瑰宝。本次展览分

“丝路雏形”“丝路华章”“丝路梵音”三个部分，精

心遴选了 180余件（套）自先秦至宋元时期新疆

各地区出土的精美文物，包括陶器、金属器、纺织

品、木器、纸张、佛造像、玻璃器等，尤其是汉唐时

期的官府文书和多种文字的简牍文书资料。

本次展览在安徽博物院新馆二楼临展厅展

出，开放时间为 2021年 11月 30日至 2022年 2月
28日。 （潘佳佳）

职工运动会上显身手职工运动会上显身手

11月27日,肥东县2021年全民健身运动会
暨第四届职工运动会火热开赛，比赛为期3天。
来自该县 103 个单位近 2400 人参加了拔河、跳
绳、游泳、乒乓球、象棋等10大项共22个小项的
比赛，掀起新一轮肥东全民健身运动新热潮。
图为合肥东部新城文旅传媒有限公司的员工正
在参加拔河比赛。 彭红玲/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