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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垃圾分类 守护绿色家园
合肥市“垃圾分类优秀家庭”评选大赛落幕

家庭参加决赛，最终评选出 4 组家庭为
“垃圾分类优秀家庭”。
“和孩子一起参加这个比赛不仅能
垃圾分类是提升城市文明

学习到更多的垃圾分类知识，而且也增

文化，提高市民环境素养，践行生

进了亲子关系。其实更多的还有反思，

态 文 明 建 设 的 重要一环。12 月

很多时候孩子在垃圾分类这一块做得

18 日上午，由合肥市城市管理局、

比我们还要好。”总决赛现场最高分、

市场星报社主办，
无限极（中国）有

合肥市垃圾分类优秀家庭黄皓轩的妈

限公司协办，
绿迹环保垃圾分类发

妈告诉记者，回去也将会把垃圾分类理

展中心支持的守护绿色家园·合肥

念更好地应用到生活中去，从而影响更

市“垃圾分类优秀家庭”评选大赛

多人。

决赛在合肥市城管局举行。经过

“经过两轮比赛的真金火炼，我们

分赛角逐，
共有 8 组家庭进入了决

不得不承认今天到场的参赛家庭知识

赛，并通过多轮比赛决出合肥市

储备都相当丰富。”合肥市绿迹环保垃

垃圾分类优秀家庭和先进家

圾分类发展中心理事长范士俊对参加

庭。 ■ 记者 于彩丽/文 周诚/图

四组家庭荣获
“垃圾分类优秀家庭”
在《合肥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
例》实施一周年之际，恰逢中国共产
党建党一百周年之时，在社会各界关
心和支持下，合肥市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为进一步
推动垃圾分类工作深入人心，特举行
此次垃圾分类优秀家庭评选活动。
本次决赛分为两个环节：齐头并
进（必答题）、百舸争流（抢答题）。
各代表队基准分为 10 分，必答题
答对 1 题得 1 分，答错不得分；抢答题
答对 1 题得 1 分，答错扣 1 分。在此基
础上通过分数增减，比赛结束依据各

评选大赛现场

评选活动带动更多人参与垃圾分类

队得分高低排定名次。若二轮结束
后，出现分数相同的队伍，则进行抢

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绿色家园，争做分类达

答加试继续比赛，分出排名，直至选

人。合肥市“垃圾分类优秀家庭”评选自 10 月中

出 4 组最终优胜家庭。

旬开展，活动共分为“答题赢好礼”、各区分赛、总

当天上午，每组家庭由一大一

决赛三个阶段。

小组成，共同完成答题任务。在齐

数据显示，从 10 月 12 日至 10 月 31 日，参与

头并进环节，各参赛家庭不甘示弱，

答题的人数达到 31203 人，答题得分 60 分以上者

难 分 上 下 ，分 数 都 保 持 在 较 高 水

14000 余人，获奖 120 余人。

平。百舸争流环节，有些家庭因抢

在垃圾分类优秀家庭评选阶段，合肥市四大

答慢、抢答失误而拉开了距离，但总
体分数良好。
经过激烈竞争，3 号吕承宇、8 号

主城区（庐阳、瑶海、包河、蜀山）分别举行四场

12 月 17 日上午，安徽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举办“安徽省长三角名中医工作室·田耀

垃圾分类是一种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个人和家庭是实行垃圾分类的主体，它
体现着人们对环境建设的深刻认识与
高度重视，体现着人们的文明素质与社
会的文明进步，体现着人们的共同担当
与共同参与。
活动最后，合肥市城管局环管处处
长夏泽义、无限极安徽分公司外事经理
陈勇分别为获得垃圾分类优秀家庭荣
誉的代表颁奖并合影留念；市场星报社
总编辑沈学辉、合肥市城管局宣传处处
长王秀芳分别为获得垃圾分类先进家

“垃圾分类优秀家庭”现场比赛，对垃圾分类理论

庭荣誉的代表颁奖并合影留念。合肥

知识和实操等进行现场 PK。每个城区通过报名

市城管局环管处处长夏泽义、合肥市城

及从垃圾分类知识答题的优胜者等方式各产生

管局宣传处处长王秀芳分别为庐阳区、

10 组家庭进行初赛。

蜀山区、瑶海区、包河区城市管理局等

黄皓轩、2 号李以恒、4 号惠博轩家庭
分别获得“垃圾分类优秀家庭”。1
号鲍育彬、6 号吕妙彤、5 号刘俊毅、7
号赵翠当获得垃圾分类先进家庭。

安徽“长三角名中医工作室”揭牌
星报讯（李卓 周绪晶 记者 马冰璐）

决赛的选手们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

践经验传授给徒弟们，也希望徒弟们在

12 月 18 日上午，四大城区分别派出两组优胜

优秀组织单位颁奖。

合肥金寨路（方兴大道-望水路）
快速化改造工程开建

跟师过程中精勤治学、精研医道，从而达
到教学相长的目的，让广大百姓受益。

星 报 讯（记 者 祝 亮） 12 月 19

金寨路（方兴大道-天海路）

洲工作室”签约及揭牌仪式，这也是安徽

“田耀洲教授是江苏省名中医，也是

日，记者从合肥市重点局获悉，12 月

金寨路（方兴大道-天海路）封

首个省属公立医院“长三角名中医工作

江苏省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指导

18 日零时起，金寨路（方兴大道-望水

闭中间主车道，西侧保留两车道及人

室”。据了解，安徽省计划利用三年时间

老师，临床经验丰富，善用中西医结合手

路）快速化改造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非混行车道通行，东侧车辆导改至包

建设 30 个左右“安徽省长三角名中医工

段诊治消化系统各类疾病及内科疑难杂

本次建设的金寨路（方兴大道-

公路驶入金寨路，包公路至金寨路东

作室”。

症。”徒弟张雪丽兴奋地说，能通过这样

望水路）快速化改造工程，规划为城

侧保留两车道及人非混行车道通行。

据介绍，
“ 田耀洲工作室”落户该院， “师带徒”的机会成为“大咖”的徒弟，内

市快速路，北起方兴大道，南至望水

封闭时间：2021 年 12 月 18 日至

是全面提升医院医教研整体水平和建设

心非常激动，但同时也感到肩上的责任

路，道路全长 2520 米，红线宽 70 米。

2022 年 10 月 10 日，
共计 297 日历天。

高层次人才梯队的重要举措，有助于进

更大了，希望今后能够从师父身上学习

项目主线采用高架形式。

金寨路（天海路-卫星巷）

一步促进中医药传承与创新发展，进一

到更多中医救治脾胃病的经验方法，更

步提升我省中西医结合脾胃病救治水

好地服务群众健康，为广大患者造福。

工程范围内金寨路主线跨方兴

金寨路（天海路-卫星巷）封闭

大道段（约 467 米）仅对路面进行铣刨

中间主车道，西侧保留两车道及人非

据悉，安徽省长三角名中医工作室

加铺处理。过方兴大道往南主线开

混行车道；卫星巷至聚缘巷路段东侧

工作室建立后，田耀洲教授及其所带领

建设项目是为了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始起桥，依次跨过天海路、云谷路后

保留两车道及人非混行车道，聚缘巷

的团队成员将定期来该院坐诊、查房，指

《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具体举

顺接引江济淮运河桥，其中金寨路主

路至天海路东侧辅道全封闭，车辆转

导内镜下治疗，并开展学术讲座及疑难

措部署》，鼓励柔性引进高层次中医药人

线 桥 全 长 1811 米 ；改 建 1 处 人 行 地

至包公路通行。

病例会诊，不断助力脾胃科特色专科建

才，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中医药

道。由北向南过方兴大道和云谷路

封闭时间：2021 年 12 月 18 日至

设，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长

服务而开展的建设项目。安徽省计划以

设置上匝道（B、D 匝道），由南向北过

2022 年 10 月 10 日，
共计 297 日历天。

三角优质医疗资源，感受到一流专家同

为患者提供优质的中医药服务为目的，

望水路和天海路设置下匝道（A、C 匝

金寨路（卫星巷-望水路）

质化的医疗服务。

以师带徒培养专科人才队伍为手段，利

道），匝道全长 690 米。

平，满足广大患者的健康需求。据了解，

金寨路（卫星巷-望水路）维持

揭牌签约后，还举行了授徒拜师仪

用三年时间建设 30 个左右“安徽省长三

金寨路快速化改造工程建成后，

当前围挡全封闭状态。

式。来自该院脾胃科的两位医生依次向

角名中医工作室”。田耀洲教授在省属

将进一步完善合肥市城市快速路网，

师父田耀洲敬茶、献花、行拜师礼。田耀

公立医院建立工作室，将充分发挥传帮

构建市区与经开区、肥西县的快速连

洲表示，
“ 师带徒”是中医的传统传承方

带作用，进一步推进长三角区域医疗一

接通道，缓解区域交通压力，提高通

式，也是继承名老中医衣钵的重要手段，

体化，推动医院重点专科及人才队伍的

行效率，方便居民出行，对改善南部

翡翠路、青龙潭路、蓬莱路、集贤路、派

看到中医事业发展后继有人非常欣慰，

建设，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中医

投资环境、提升土地利用开发价值有

河大道、三河路等周边道路绕行，沿线

一定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临床体会和实

药服务。

重要意义。

单位及小区可通过周边路网绕行。

封闭时间：2021 年 12 月 18 日至
2022 年 10 月 10 日，
共计 297 日历天。
封闭期间，
过境车辆经方兴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