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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道太漂亮，像奔跑在画中”
2019 蜀山国际半程马拉松激情开跑

星报讯（刘亚萍 朱琛琛 周维斌 记者 沈娟娟
文/图） 4 月 14 日，蜀山·城投杯合肥国际马拉松
系列赛之“领跑蜀山”2019 蜀山国际半程马拉松
赛在中国（合肥）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激情开
跑，万人合唱快闪《我和我的祖国》，燃爆全场。据
悉，本次大赛吸引了来自国内外万余名选手参加。
据悉，随着赛事参与度、影响力不断增强，今
年的“蜀马”提档升级，被认证为中国田径协会 A
类认证赛事，由中国田径协会、合肥市体育局和蜀
山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并被纳入合肥国际马拉
松系列赛，是安徽省半程马拉松最高等级赛事。
“我第一次来合肥蜀山，这里的风光深深吸引

了我，赛道太漂亮，像奔跑在画中，我今天比赛成绩
偏好，希望下次能跑出更好的成绩，有机会我还会
来蜀山参加比赛。”男子组半程马拉松冠军、来自肯
尼亚的选手 linus nabus maruka 赛后激动地说道。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男子组前三名均被来自
肯尼亚的选手包揽，linus nabus maruka 以 1 小时
05 分 37 秒的成绩摘得男子半程组冠军。女子组
方面，肯尼亚选手 ngugi kezzia wanjiku 以 1 小时
18 分 14 秒的成绩摘得冠军，中国选手董诗云、田
梅珍分获亚军、季军。
据悉，4 月 14 日，合肥市蜀山区干部职工、志愿
者、医务人员、交警、城管等工作人员 6000 余名，为
选手提供最专业最贴心的服务，本届蜀马赛事的医
疗保障点增加到 15 个，平均每公里设一处，每个保
障点安排领队、医生、护士、驾驶员至少四人，各保
障点除了配备急救箱、器械包、心电图机等医疗设
备，还增加了自动心脏除颤仪（AED）等设备。70
名蓝天救援队专业志愿者参与应急救援。
除此之外，
蜀马安保工作构建
“天网”
守护，
不仅
在赛道沿线架设34处电子视频监控，
还架设4G视频
传输球，
覆盖赛道360度全方位无死角。来自安徽大
学，
安徽农业大学、
安徽中医药大学，
安徽邮电职业技
术学院等四所高校的 830 名志愿者，
经过培训，
参与
大赛后勤保障、
赛场服务、
医疗救护等服务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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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打造人民调解升级版
星报讯（吴昊 记者 马冰璐） 人民调解为人民，
化解纠纷暖人心。昨日，记者从合肥市司法局获悉，
今年，合肥市司法局将开展“人民调解大提升”专项活
动，对重大疑难复杂矛盾纠纷，统筹律师、公证、司法
鉴定、仲裁等法律服务资源，合力攻坚化解。
为确保专项活动取得实效，合肥市司法局建立了
驻点调研帮扶制度，成立了调研帮扶组，定期深入基
层一线，主动排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采
取有效措施进行就地、及时化解，切实做到矛盾纠纷
“早发现、早预防、早稳控”，引导更多的群众选择人民
调解的方式化解矛盾纠纷，全面推进全市人民调解工
作水平，打造合肥人民调解工作升级版。

合肥首个红色物管办揭牌
星报讯（解晓一 朱惠娟 记者 祝亮）“社区里有
了小区红色物业管理办公室，阳台水管漏水的问题马
上就得到了反馈，”合肥市安拖小区居民李叔叔家中
阳台非公共区域内水管漏水问题透过小区红色物业
管理办公室顺利协商解决，李叔叔赞不绝口。4 月 14
日上午“和平路街道繁昌路社区安拖新村小区红色物
业管理办公室”正式揭牌成立。
据悉，这也是合肥市首个小区红色物业管理办
公室。小区红色物业管理办公室就是在社区服务中
心建立的“开门接访”服务窗口。它既可受理涉及社
区服务工作的相关投诉和咨询，也可以受理物业所辖
的投诉和维修。

和县乡村旅游扶贫打出产业牌
星报讯（张发平） 4 月 11 日，在和县功桥镇
长建茶场门口，很多采茶工在排队等候称重，她们
一边分拣着自己采摘的茶叶，一边相互说笑着，丰
收的喜悦溢于言表。据和县文旅局局长何叙介
绍，近年来，和县立足旅游资源和蔬菜产业优势，
大力实施旅游扶贫富民工程，不仅为贫困户提供
就业岗位，还带来土地流转、入股分工等收益。
陈霞是秦庄里村一位贫困户，在扶贫工作队
帮助下，她在村里做保洁，每天做完保洁后，她就
出来打零工，到茶场采茶、除草、摘果子，一年能挣
四五千元。在和县功桥镇茶场内，陈霞一边吃着
饭，一边对记者说：
“多亏党的政策好啊，让我们贫
困户生活有希望”。
“立足茶场资源优势，实施乡村旅游扶贫工
程，在长建村已经初见成效。”据该村扶贫工作队
副队长杜洋介绍，长建村地处丘陵高岗，该村流转
荒地 300 多亩，用于茶场扩种，仅此让群众亩均收
益 500 元。同时，通过“户贷企用”的方式，帮助贫
困户以 5 万元小额贷款入股茶场，每年享受 3000
元股东收益，还可参与分红。在采茶季节，茶场需

要大量的采茶工，很多像陈霞一样的贫困户和群
众都可以来茶场打点零工。
陶店村位于善厚镇东部，有 122 户贫困户，
2014 年被列为贫困村。该村旅游资源丰富，特别
是拥有闻名国内外的“和县猿人”遗址。
“ 目前，我
村只剩下 1 户贫困户，预计今年底出列。”据该村
村委会副主任吴万平介绍，该镇正在规划“和县猿
人”遗址公园，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和光伏、田园综
合体等产业，带动群众脱贫致富。
“种一亩菜，脱一户贫。”素有“蔬菜之乡”美誉
的和县，立足蔬菜产业优势，大力实施“金菜地”工
程，积极培育“乡村游”，成为该县脱贫攻坚一个重
要抓手。在香泉镇新建村蔬菜大棚内，工作人员
黄竹青向记者介绍，2017 年该村引进 5 个大户，对
村内 48 名贫困户 140 亩土地进行流转，实施“金
菜地”工程。当年，实现户均土地流转收入 1800
元；12 户贫困户在蔬菜大棚内打工，一年收入就
有一万元，同时村集体收入增加 5 万元。如今，还
有 86 户贫困户通过“户贷企用”的方式入股，去年
底户均分红 800 元。

共享单车废弃轮胎
变身流浪动物“小窝”

合肥 200 多名市民
组扫黑除恶义务宣传队

星报讯（记者 祝亮） 4 月 13 日，第 13 届合
肥领养日如期举行，现场 43 只流浪动物将找到
自己的新家，被爱心人士认领。在活动现场，孩
子们也发动脑筋，用共享单车的废弃轮胎，给流
浪小动物们做了温暖的“家”。
据统计，合肥大概有上万只流浪小动物，大
多居无定所，也给周围生活的市民造成一定的困
扰。而用轮胎叠加而成的窝底，保证了一定的离
地距离，能防止雨天浸湿，还能增加自重，使窝不
容易倾倒。窝身由车轮搭建而成，留出让流浪动
物活动的空间，防水布料作包裹，既能提供私密
安全感，
更能有效遮挡冬日的寒风和雨水。
此次活动使用的近百个废旧哈啰单车、助
力车车轮，通过变身爱心流浪动物窝，被赋予了
完全不同的第二次使命，重获新生。据了解，此
次领养日活动在合肥、杭州、南京等 51 个城市
同步进行。

星报讯（刘泉 刘亚萍 记者 沈娟娟）“我很
高兴能成为扫黑除恶的义务宣传员，能够为身边
人的安全保驾护航，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今
年 68 岁的王天喜住在合肥市光明小区，和他一起
的 200 多名市民正式成为扫黑除恶义务宣传员，
分布在合肥市 17 个小区。
记者从合肥市洪岗社区了解到，该社区共有
17 个小区，为了让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更有成效，社
区发动小区里的物业、居民党员、网格长、热心群
众等组成了扫黑除恶义务宣传队伍。王天喜告诉
记者，
扫黑除恶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
共同
参与，
所以听说有这样的活动，
就马上报名参加了。
如果你生活在蜀山区，也可以积极参与到揭发
涉黑涉恶问题线索中来，
可以采取电话、
信件或其他
方式进行举报。举报电话 0551-66265000，
举报邮
箱为 ssfjxjdd@163.com,举报地址位于合肥市蜀山
区清溪路2号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刑警大队。

合肥新站区七里塘淮合社居委联合安泰社工在地
球日来临之际，
开展了百米长卷绘画活动。近30名儿童
在画布上描绘心中的家园。□李兰兰 张俊记者祁琳文/图

4 月 15 日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昨日，合肥市
稻香村司法所在 69 中小学部举行“国家安全教育进
校园”活动，并为小学生们上了一堂国家安全法律知
识课。
□冷琳 凯箭 亚萍 记者 马冰璐 文/图

4月10日，
在强风过后，
广德电网出现多处线路隐患，
国网广德县供电公司带电作业班在城区、
开发区、
新杭等
区域开展4处线路带电消缺工作。据悉，
强风过后，
该公
司根据灾后抢修工作要求，
开展恶劣天气后线路特巡工
作和受灾保险理赔流程，并针对存在的隐患按照“能带
不停”
的原则进行消缺处理工作。□余小祥 陈旭 曹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