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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啊亲爱的妈妈!您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养
大……”这是李根最喜爱唱的一首歌，他在歌声
中成长、创业、奋斗、奉献。

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在霍邱县
孟集镇方圆几十里一提起猪倌李根，人们总会伸
出大拇指夸赞道。李根出生在偏僻的农村，九十
年代初因生活困顿辍学。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李
根一边从事农田耕作，一边贩运生猪，在贩运过
程中他产生了饲养生猪的念头。

1991年，他从最初10头生猪开始摸索经验，直到
1999年，在当地政府的引导和帮助下扩大养猪规
模，生猪价格比较平稳，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

李根逐步在养殖实践中掌握了繁育、防疫等
实用技术，尝试扩大养殖规模，发展到上万头的
大型生猪养殖场。然而，生猪价格波动不稳，让
许多养殖户尝尽酸甜苦辣，有的不得不退出养殖

行列。李根也多次有改行的念头，但他说时刻警
醒自己身为共产党员，不能被困难压倒。如果倒
下，企业员工何处去？场内多位贫困户咋办？他
帮扶的贫困户咋办？又想到多年来积累的养猪经
验，放弃了就无从所用。他给自己打气：越是困
难越向前。

养猪一怕行情，二怕猪瘟。当一次次风险来
临时，李根就咬紧牙，攀上去，无限风光在险
峰。2006年出栏成品猪每斤才2 . 5元，李根当年
卖了1000多头猪，亏了20多万元。2019年，突如
其来的非洲猪瘟，又一次令李根似打败仗的勇
士。此时，国家农业部等领导前往李根生猪场考
察，对李根提出殷切希望，希望他顶住压力，创
新思路，继续做好龙头示范作用。

滴水映光辉，细微见精神。2020年春节,新冠
肺炎疫情来势凶猛 ,李根看到媒体上一幕幕的报

道，前线医务人员医疗防护品告急。他连夜在家
族微信群中募集资金，向县第一人民医院捐医用
手术手套、医用外科口罩、温枪等物资，折合人
民币61500元，个人捐资5000元。又积极联合孟
集镇商会向镇疫情防控点捐 1万只口罩、200桶
“84”消毒液、21顶帐篷、50件军用大衣等物资
近10万元。

这些年，李根通过实施优质生猪保种选育，
实行绿色生态特色养殖，带动了周边乡镇农户共
同养殖，每个养殖户年增收都在5万元以上。该合
作社先后被评为诚信单位、省市级龙头企业、
“安徽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2016年，李
根参加农业部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班学习，
同时获得“2016年度污染减排先进个人”、“最
具经营头脑养猪人”称号。2021年5月，该合作社
获得“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称号。

霍山讯 (张来俊 ) 为 扎实做好
《六安市残疾儿童辅助器具适配补
贴和租赁实施办法(试行)》试点工
作，霍山县积极探索，强化宣传，
着力增强辅助器具适配的针对性、
个性化和便利化，促进困难残疾人
康复民生工程精准实施，形成可推
广、可复制的辅助器具适配模式。

政策宣传。通过媒体以及召开
辖区内定点机构与家长会等方式，
加强对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实施办法
的政策解读及宣传。根据筛查掌握
的有辅助器具需求的残疾儿童，通
过电话、微信等方式一对一宣传或
通过与残疾儿童家长交流开展面对
面宣传，进一步扩大残疾儿童辅助
器具适配新模式政策知晓度。

规范流程。在宣传补贴政策的
同时，一次性告知申请补贴工作流
程，并严格执行申请审批、假肢矫
形器评估适配、报销补贴等程序，
推动补贴政策落地落实。

强化管控。要求县残联及残疾儿
童定点机构，不得组织或指定假肢矫
形器、辅助器具服务商，开展假肢矫
形器或辅助器具适配工作。要求残疾
儿童家长自主自愿选择有资质的假
肢矫形器适配厂家及辅助器具服务
商，对于部分儿童监护人通信及信息
技术能力较弱等困难，县残联采取协
助联系自愿选择的假肢矫形器或辅
助器具服务商，对行动不便、路途遥
远的适配对象采取上门服务。

猪倌李根的酸甜苦辣
王花玲 本报记者 程传军

残残疾疾人人之之声声

霍邱讯(赵广才)为进一步提高乡村百姓健
康意识和法律意识，学会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助力乡村振兴，7月15日，霍邱县
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组织县医疗、法律方面专
家深入宋店镇看湖墩村，为村民送医送法。

该县政协常委、中国致公党党员、县知联
会理事、律师余浩为乡亲们带来《民法典》等
普法专题讲座。以《民法典》中的婚姻家庭
编、继承编、民事主体、侵权责任等为重点，
通过鲜活的典型案例，逐一进行解读。

该县政协委员、县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主治医师、临床营养科副主任陶凤祥以糖尿
病、高血压为重点，就农村基础性疾病发病机
制、临床表现，以及如何进行科学预防、科学
治疗、科学饮食、科学运动做了认真细致的讲
解。

乡村振兴需要健康，乡村振兴需要法治。
近年来，霍邱县知联会发挥人才荟萃优势，主
动作为，用实际行动服务农村百姓，助力乡村
振兴的做法受到社会各界好评。

金寨讯(郭亮)为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的法
律素质，增强辖区群众反邪教意识，提高群众
对邪教组织的识别能力、抵制能力和自我保护
能力，使广大群众远离邪教，近期，金寨县司
法局长岭司法所联合长岭乡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利用赶集日开展“江淮普法行”暨“反邪
教”普法宣传活动。

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和普法志愿者向过往群
众发放法律援助便民服务卡、普法宣传手册、
妇女权益保障手册、反邪教宣传彩页等资料，
为前来咨询的群众详细讲解法律援助的申请条
件、范围、流程等常见法律知识，对于群众关
心的农民工工资拖欠、交通事故维权、妇女维
权、人民调解等法律问题，均依据相关法律法

规耐心解答；重点为群众深入讲解反邪教常
识、邪教的危害，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邪教，防
范邪教，呼吁大家远离邪教的同时，如发现有
邪教非法活动，要敢于举报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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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邱县 知联会送医送法进乡村

长岭司法所 开展反邪教普法宣传

7月6日至7日，省关
工委常务副主任杨果、
办公室主任韩萍一行，
在市关工委主任汪永义
的陪同下，来到舒城县
调研关工委工作。
杨果一行先后调研

和参观了舒城高铁东
站、安徽广运律师事务
所关工委、山七镇小河
村农家书屋、山七镇中
心小学关工委、龙河口
水库纪念馆 ,并为山七
镇中心小学少先队员捐
赠100本《青少年法治教
育读本》。

近年来，舒城县关工委创新发展，党建带关建工作效果好，积极贯彻落实市委办32号
文件精神有力；五教五助工作扎实，五老队伍建设效果好；统分结合，乡镇、村、学校、企
业、县直单位分块指导，德教、法教工作实；注重向先进地区学习，树立了青少年法治教
育工作站品牌。 谢兴益 王邦稳 文/图

近年来，金寨斑竹园镇
积极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建设，依托红色资源优
势，让党史学习教育的内容
更丰富、更有内涵，推动党
史学习教育入脑入心。
斑竹园镇是上世纪初

商南地区土地革命的中心
地带。境内有立夏节起义旧
址、红十一军三十二师成立
旧址、苏维埃政府旧址、烈
士墓、将军故居等50多处革
命遗址，斑竹园革命烈士陵
园更是肃穆威严，令人敬
仰。每一处红色资源，都是
党史学习教育最生动、最直
观的课堂。该镇将这些宝贵的红色资源作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最生动的教材，同时完善
并丰富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内有关“金寨党史”内容，并带领支部党员通过参观红色
遗址，积极开展红色教育、党史学习教育。 吴继利 文/图

为引导青少年牢固
树立“节水优先”意识，
市水利局关工委和局水
资源科日前在解放路小
学开展“节水中国，你我
同行”节水宣传活动。
水是生命之源。市水

利局关工委和局水资源
科同志向学生们宣讲了
全国及六安市水资源现
状、节水的重要性以及节
水小技巧等知识，以直观
的数据、生动的图片向学
生展示节水给我们的生
活、环境所带来的改变，
并与同学们进行交流互
动，号召学生们从我做

起，从小事做起，不浪费一滴水，共同建设节水型城市。学生纷纷在“节水中国，你我同行”倡
议横幅上签名，承诺主动担起节水的责任和义务，争做节水小卫士。 江芸 文/图

图图 片片 新新 闻闻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央视《新闻
联播》重磅推出《唱支山歌给党听》主题快闪节目，
电视屏幕上呈现出众人手持党旗，边舞边唱，舞姿是
那么优美自然，歌声是那么深情惬意。社会各界人士
通过这种方式追忆红色历史，重温誓言初心，抒发对
中国共产党的深情热爱与祝福，表达永跟党走的决心
与信念。

那一阵子，夫人每天晚间六点半和我一起端坐在
电视机前，收听收看新闻联播，一旦快闪节目到了，
我们就不由自主地唱起来：“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
来比母亲，母亲只生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
有时还离开沙发，跟着节拍手舞足蹈起来。

7月1日上午，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天
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场面恢弘，气势磅礴，七万之众
通过齐声高歌20首经典歌曲歌颂党的英明伟大，其中
第2首便是《唱支山歌给党听》。

早几天，我们市委党校老干部支部举行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活动，40多名老党员齐聚一
堂，采用演讲或诗歌朗诵的方式表达对党的热爱，曾任
党校党总支书记的朱德奎声情并茂地朗诵了自己创作
的长诗《红船颂》，赢得老同志们热烈掌声，而这次主题
活动就是在齐声高唱《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声中开始
的。

高大道同志是中国工商银行离休干部，共产党员，
今年91岁，曾任六安市第一届太极拳协会会长、裕安区
老年人协会副主席、皖西学院太极拳教练，2008年获
国家体育局授予的“群众喜爱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光荣
称号，2013年获安徽省工商银行授予的“道德模范”光
荣称号。我和高大道常有往来。近日老朋友相会，谈起
党成立100周年波澜壮阔的历史。他告诉我：6月29日，

他向敬爱的党组织捐了一万元特殊党费。我
问：“您为什么要交特殊党费呢？”他由衷地
说：“我家成分不好，但是党组织对我很关
心，文化革命结束后，组织上很快批准了我
的入党申请，几十年来，党又给了我这么多
荣誉，我从心底感激共产党。我向党表达一
片赤子之情。”

郑维华老师是市委党校副教授，是一位
革命薪火忠诚传承人，党的百年华诞前
夕，党校校长给她佩戴了党中央颁发的
“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她老家住霍山
县大化坪，这里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
心区域，村村有烈士，户户有红军。近
日，听说她家先生去年得了脑梗，留有半
身不遂后遗症，我登门前去看望。

交谈中得知，她的曾祖父郑启和1928

年入党，是当地苏维埃主席，1929年被国
民党杀害，身首分离。祖父郑彩章也曾任
当地苏维埃主席，由于被叛徒出卖被捕，
惨遭敌人酷刑，始终咬紧牙关，丝毫未吐
露党的秘密，1930年被国民党杀害。霍山
县城烈士陵园的英烈碑上刻有两位先烈的
英名。许多年来，郑老师夫妇都用这红色
家史教育子女，教育后辈听党话，跟党
走，感党恩。去年5月，她儿子所在单位发
动党员，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报名支援西
藏建设，儿子符合条件，回来征求父母意
见，郑老师当即表态：坚决支持！并对儿
子说，你放心去援藏，你爸爸的身体有我
照料，一周岁不到的小孙子接到家里，有

我看护。儿媳，我会将她当女儿看待。在郑老师的大力支持与
教育下，儿子援藏一年来表现突出。

总书记说过，我们党是个大党，“大要有大的样子”。我
们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伟
绩，很有大的样子，作为大党的党员也应当有个好的样子，这
个样子就是要信党爱党为党。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每当我一边从
事力所能及的工作，一边唱着这支歌时，心中充满无限温馨，
浑身有着无穷的力量。

上个世纪末我们经
常在有关报告中看到这
样的字眼：“二十一世纪
是信息时代。”当时很
多人不以为然，没想到
跨入新世纪，短短二十
年时间信息技术会发展
这 么 快 ， 作 用 会 这 么
大，一张张大网几乎网
住了所有的人，手机成
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工具。

单从生活侧面就可
以看出人们对手机的百
般依赖。它是一个大型
商场，很多东西都可以
通过网上购买，网上一
查，信息一发，送货到
家，要啥有啥；它是一
个银行和金库，汇款、
缴费、订票、购物一切
商务活动，数字一填，
密码一按，立即兑现，
非常方便；它是一个导
航，长途行车绝对离不
掉，离开了寸步难行；
它是一个娱乐城，看影
片、听歌曲、听评书，玩游戏、划
抖音，应有尽有，妙趣横生，其乐
无穷；它是一部百科全书，所要了
解的事情都可以上网查找，所要学
的知识都可以通过网络辅导，所有
要展示的才华都可以在网上发表；
它是一部 多 功 能 的 摄 影机， 融 摄
影、视频、录音为一体，因此好多
人都成了业余摄影师；它是一个温
馨的家，家人和亲人相隔再远，把
手机打开，可视频，可聊天，减少
相互之间牵挂和思念；它是随身带
的账房先生，逛商场，进超市，下

馆子产生的消费，手
机扫一扫 就 行 了 。
“一机一证”手中
拿 ，走遍 天下都 不
怕，一机让你高枕无
忧，一证让你畅通无
阻。手机和身份证是
出门人的两样宝贝。

手机真好，但是
遇上麻烦事真的很烦
恼，一些不法分子天
天琢磨如何在网里捞
取不义之财，电信诈
骗花样不断翻新，令
人防不胜防，黄赌毒
现象时有发生，净网
行动屡禁不止。所以
国家每年都要投入大
量警力，守护网络安
全，打击网络犯罪，
净化网络空间，尽最
大努力保障网民的安
全，让广大网民用得
放心、玩得开心。信
息时代就是速度快、
舆论压力大，一个负
面消息足以把人的精

神摧垮，它能毁掉一个人，毁掉一
个家庭，甚至毁掉一个产业。

信息时代也是科技时代，手机
功能都是靠科技来完成的，专家们
不断开发出各式各样的软件来，从
3G升到4G，再升到5G仅用十来年时
间，据说5G技术先进到你无法想象
的地步，能无人驾驶车辆，能指挥
机器人完成家务，能观光到世界各
地的风景名胜......我们幸逢好时代，
是科技和信息给我们带来了现代化
幸福生活， 人 们 可以尽 情 地享用
它，过上好日子。

“七十三，八十四，
阎王爷不请自己去。”八
十四岁似乎是高龄老人们
心照不宣的一道关卡。看
来这八十四岁还真是我们
俗语所说的“劫坑”，瞧
瞧，外婆这一只脚搭进八
十四岁的门槛，耳朵就开
始聋了。

耳朵背的外婆却很喜
欢别 人 和 她 说话， 所以就 得 大着嗓
门、靠近她的耳朵说话，还得反复给
她解释，一阵唠嗑下来，一准口干舌
燥。渐渐地外婆说话的对象就越来越
少，于是老人家主动转移注意力，把
电视机当成说话的伴了。

外婆坐在电视屏幕前，自个儿温
言细语地说着话，有时候还自顾自笑
几声，有时候又抹抹眼泪。刚刚还坐
沙发上看着电视自己说着话儿，转身
再看她，却靠在沙发上歪着头打起了
小呼噜。你悄悄把电视关掉给她盖上
毯子，她倒又一激灵醒了：“电视放完
了？”外婆就这么自言自语地看着电

视，间歇性打会儿小盹，有滋有味地
过起她与电视机的“慢生活”。

过了段日子，我突然发现外婆在
电视机前精神格外地好，小声地嘟哝
个不停，也不打瞌睡了。奇怪的是电
视机几乎锁定在体育频道，确切地说
是锁定在体育频道播出的“斯诺克”
台球比赛！看“斯诺克”比赛时，外
婆手里捏着电视遥控器，俩眼直盯着
电视画面。更神奇的是她经常没等电
视解说员开口就着急地“宣判”赛手
是得了分还是失了分，得了几分还能
说 出个理 由 来 ，更让 我 惊 掉下巴 的
是，有时候她还能用战略眼光在赛手

没有击球之前“指挥”他应该击哪只
球、如何打法。电视节目前的外婆时
而懊恼惋惜，时而拊掌赞许，全看赛
手是不是“听从”她的建议。如果没
有台球比赛，外婆便提不起多大精
神，甚至有时候连电视也不愿意打开
了。

外婆什么时候精通“斯诺克”台
球？莫非老人家进了八十四岁这个
“劫坑”激发了某种特异功能？母亲
悄悄告诉惊愕的我：“八十年代，你外
婆和外公在电影院附近摆过斯诺克台
球摊，摆了好几年呢！”

我恍然大悟。以后便会在外婆看

“斯诺克”比赛的时候
故意激发她讲解赛况，
外婆也很兴奋，一下子
找 到 了 “ 存 在 感 ” 和
“价值感”。可每次台
球比赛播完，外婆便会
盯着电视，怅然若失地
呆坐一会，然后颤微微
地站起来，擦擦眼睛，
“ 唉 ！ 七 十 三 ， 八 十

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哦......”
外婆今年九十七岁高龄了，依然

爱看“斯诺克”比赛，尽管如今的外
婆耳朵真的很聋，眼睛也看不清了。

唱支山歌给党听
丁仕龙

外婆的“斯诺克”
刘舒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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