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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青春奉献给大山的农技员
□

潘月琴

王虎

22 年前，齐汪林大学毕业后毅然
回乡，把青春奉献给大山，
将自己所学
的农业技术传授给农民，引导乡亲们
发展山区有机农业、休闲农业和电子
商务……
“作为一名普通的农技员，
他
在咱大山里无人不知晓。
”
10月9日，
桐
城唐湾镇村民这样说。
唐湾镇位于桐城市西北部、大别
山区，山场多，耕地少，且大多数属于
山高水冷的冷浆田，单产不高，种田
的人并不多。面对这一实际情况，齐
汪林大力推广优良品种，推广良种良
法配套，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
指导服务。
茶叶是唐湾镇的主要特色产业，
也是农民的金饭碗、摇钱树。近年
来，他为做好茶文章，扶持该镇白云
尖等多家合作社创建高山生态茶园基
地，
全面实施标准化生产，
确保茶叶纯
天然品质。并多次组织茶叶大户、茶
厂负责人参加专业知识培训，强化学
习，
开拓视野，
提高管理水平。
2016 年，桐城境内持续强降水，
导致多处山体滑坡，农作物损失严
重，齐汪林克服道路危险、交通不便
等困难，第一时间赶到受灾严重的村
庄查看灾情，并邀请专家前来制定抗
灾技术方案，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
自救，大大降低了灾害损失。
22 年来，齐汪林每年进村入户进
行技术指导和技术咨询二百天以上，
足迹遍及全镇 8 个村、126 个村民组
的田间地头。

面对市场的激烈竞争，齐汪林多
方奔走，虚心求教，争取资金和技术
支持，组建了该镇绿茶专业合作社联
合社，为广大茶农在茶叶生产、采摘、
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提供各种服
务，带给茶农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为顺应“互联网+农业”潮流，他
在镇里支持下率先建立农村电商服
务站，茶叶、山野菜、粉丝、散养土鸡
蛋、野生葛粉等土特产品可以实现线
下展厅展示、线上网店销售，为山区
特色农林产品走出大山插上了“互联
网+”的翅膀，增添了农民脱贫致富
的内生动力。
新形势下，
如何抓住机遇做好农技
推广工作，
为乡村振兴助力添彩，
齐汪
林有着自己的思考和谋划：
“积极做好
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工作。
”
齐汪林说。
他带领农技站一帮人认真遴选
出 3 家新型主体进行实施，引导当地
家庭农场坚持综合发展经营体系，实
行订单农业生产，带动产业扶贫。目
前该农场拥有注册商标 2 枚，并于
2017 年 12 月份顺利通过有机认证，
在业内，名气大显。
另一方面，
为配合乡村旅游发展，
依托该镇百丈崖景点，结合独特的梯
田资源，齐汪林牵头举办“插秧节”、
“秋收节”
等，
发展观光休闲游、
农耕文
化游、
农事体验游，
探索休闲观光农业
模式。
22 年间，凭着扎根大山的决心、
反哺家乡的初心、帮助桑梓的耐心，
齐汪林以一名普通共产党员的使命
和担当赢得了大家的认可和尊重。

停电信息告知
1、停电线路：宜城变 10kV 人北
箱 03 线 G025 环网柜 102 开关，G029
环网柜 101、201、203 开关，G630 环网
柜 102 开关。
停电范围：
【迎江区】先锋巷区域
部分客户。
停电时间：
10月17日8:30-18:00。
停 电 原 因 ：① G630 环 网 柜 与
G029 环网柜联络电缆接火。②先锋
巷杆变电源点改接。
2、停电线路：白泽变 10kV 吴祥
04 线#032 杆跌落保险。
停电范围：
【宜秀区】饶坂村部分用户。
停电时间：
10月17日8:00-12:30。
停电原因：饶坂八桥台区高压引
下线和避雷器更换。
3、停电线路：集贤变 10kV 集城
08 线 1069 柱上开关。
停电范围：
【宜秀区】中盛投资、
国土规划局、迎宾小区、古树新苑、山
园小区、合力、星星石油、二监二大
队、华林人造板、尤林陈塘、尤林尤
林、尤林宋塘、安达宿舍、安达小区、
富源材料、新东方公司、市食品公司、
市职教中心、二建司、建筑材料、十里
农机厂、天柱栖庭部分小区客户。
停电时间：
10月18日8:30-17:30。
停电原因：①柱上开关更换。②
中盛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销户解火。

③王震根（二建司）销户。
4、
停电线路：
新光变10kV沿河03
线大联支线#01杆大联7208开关。
停电范围：
【大观区】皖河农场
13 连、14 连、15 连高低压用户。
停电时间：
10月18日8:00-16:00。
停电原因：①沿河 03 线大联支
线#080 北 T02-T09 杆导线拆除。②
线路树障清理。
5、停电线路：白泽变 10kV 双龙
07 线张圩 6324 开关。
停电范围：
【宜秀区】大枫、独秀
社区部分用户。
停电时间：
10月18日8:00-14:30。
停电原因：更换双龙 07 线张圩
支线#21 电杆。
6、停电线路：元山变 10kV 元恒
24 线 G761 环网柜 102 开关。
停电范围：
【迎江区】大发四期部
分用户。
停电时间：
10月19日8:30-18:00。
停电原因：
大发四期开闭所Ⅱ母
进线跨天柱山路电缆迁移。
7、停电线路：肖坑变 10kV 菱北
22 线 1123 开关。
停电范围：
【宜秀区】华茂五分厂。
停电时间：
10月19日8:30-18:00。
停电原因：
安徽宜龙集团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接火送电。 安电

小小红薯助农民脱贫致富
10 月 9 日上午，在宜秀区五横乡虎山村千亩红薯基地，农民们正
在挖红薯。宜秀区五横乡虎山村千亩红薯基地丰收在望，虎山村打造红
薯特色村，壮大集体经济红薯产业，对集体经济贡献率达到 90%以
上，该村采取“公司+基地+农户”做法，变荒坡为农田，村 37 户贫困
户全部实现产业发展增收。
黄有安 苏王平 摄

承包人拖欠员工工资 14 万元
民警追逃成功兑付
本报讯 （江高伟 卢向波）
10 月 10 日，记者从老峰派出所
了解到，该所经过缜密侦查和细
致工作，成功破获一起拒不支付
劳 动 报 酬 案 ， 成 功 为 10 名 员 工
追回薪资 14 万余元，目前 10 名
员工工资均已兑付到位。
2018 年 8 月，老峰镇一家公
司进行生产承包的胡某以逃跑藏
匿的方式逃避支付其工人雒某
某、吴某等 10 人的劳动报酬 14
万余元，胡某在接到安庆市劳
动保障监察部门责令支付工资
整改通知书后，在整改期间内

仍不支付。
老峰派出所在接到劳动部门
移交的案件后，依法立案侦查，
快速调查取证，并依法对其进行
网上追逃。9 月 26 日，胡某在宁
波落网。
胡某被羁押期间，老峰派出
所民警反复对胡某宣讲法律政
策、分析利害关系，同时积极耐
心做好其家属的思想工作，促使
其 家 属 积 极 筹 措 资 金 14 万 元 解
决拖欠员工工资问题。
10 月 10，记者了解到，该公
司 10 名员工工资均已兑付到位。

摩托男二度醉驾

危险驾驶获刑罚

本报讯 （祁隽 应海庆 周
国庆） 前不久，安庆市迎江区人
民法院审结一起危险驾驶案，被
告人黄某某因酒后驾驶机动车受
过行政处罚和刑事追究，仍不悔
改 ， 于 2018 年 6 月 再 次 酒 后 驾
驶，经查属于醉酒驾驶，该院以
危险驾驶罪，判处黄某某拘役三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
经审理查明：2018 年 6 月 24
日晚 8 时许，被告人黄某某酒后
驾驶二轮摩托车，由西向东行驶
至市迎江区华中路曙光路路口
时，被执勤民警查获。经鉴定，
被告人黄某某的静脉血液乙醇含
量为 164.6mg/l00ml，属于醉酒驾

驶机动车。
另查明，案发时被告人黄某
某系无证驾驶。
法院认为：被告人黄某某在
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
已构成危险驾驶罪。公诉机关指
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黄某某曾
因酒后驾驶机动车受过行政处罚
和刑事追究，且系无证驾驶，应
从重处罚。鉴于其归案后如实供
述自己的罪行，庭审中自愿认
罪，该院依法对其从轻处罚。据
此作出上述一审判决。
判决后，黄某某服从一审
判决，不上诉，10 月 9 日判决书
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