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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5日至6日，马鞍山庐江商会部分会长
理事自发组织回家乡——合肥市庐江县参观
考察。

商会会长理事一行在家乡参观了汤池镇
金汤湖水利建设工程，巢湖源头白马岭，考察
了白云山庄，安徽白云春毫茶业开发有限公
司的茶业生产工艺，游览了相传春秋时期欧
冶子铸剑地——冶父山。参观考察期间，受
到了马鞍山庐江商会顾问、安德利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陈学高，安徽白云春毫茶业开发
有限公司董事长、合肥市茶叶协会会长赵玉
贵的热情接待。

封闭解除 参观考察回家乡

庚子年的春节，湖北武汉新冠肺炎肆虐，
永远刻印在了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

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
责任。大年初一，中共中央一声令下，全党、全
军、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打响了控制
新冠肺炎的阻击战。

疫情发生后，马鞍山庐江商会及时向家乡
捐赠2010套隔离衣。

3月5日，最后一名新冠肺炎患者刘某某治
愈出院，第四人民医院（市定点救治医院）收治
的35名确诊患者均已治愈出院，实现马鞍山地
区市定点救治医院确诊病例的清零。

3月 19日，马鞍山市发出第 32号通告：自
通告之日起，全市所有小区（村）解除封闭式管
理；取消居民出行限制和检查⋯⋯

至此，居家两个多月的人们，可以逐步地
恢复正常生活和生产秩序了。“封闭解除，紧接
着就是清明小长假，我们应该如何安排”？马
鞍山庐江商会部分会员决定：回家乡——庐江
参观、学习、考察。

学习考察家乡的历史文化，为把家乡建设
得更加美好而贡献力量。

水清岸绿 健康休闲好风光

4月 5日，阳光明媚，王文生执行会长一行
兴致勃勃地走在了家乡金汤湖的大堤上，参观
这个人工兴建的水利建设工程。

金汤湖坐落在汤池镇南 2公里处，1958年
兴建。湖堤对面，有座形态逼真的虎形山，宛
如一只蓄势待发的猛虎，终年雄踞于此，像是
在守卫一湖尚待人们精心开发的“金汤”。 如
今，河畅、水清、岸绿、景美，八方游客，到此一

游，流连忘返。
果树老街是汤池保存最为完好的古村落，

村落民居粉墙黛瓦，散落于群山之中若隐若
现，数千年沿袭的淳朴民风民俗得以保存至
今。这条街上较出名的莫过于街道正中的一
棵千年银杏和一棵闻名遐迩的古山茶了。千
年古银杏树号称“林海寿翁”，传说当年人民解
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许世友、谭启龙率三野
第七兵团就驻扎在这一带，古老的银杏树下，
曾拴过许世友将军的战马。

白云春毫 产于汤池美名扬

2012 年 7 月，名茶“白云春毫”被中国(安

徽)第六届国际茶产业博览会命名为“茶王”称
号。“白云春毫”的产地就坐落在素有“温泉古
镇、名茶之乡”的庐江县汤池镇。

“白云春毫”茶叶由世界著名茶叶专家陈
椽教授，于 1987年研制成功。“白云春毫”外形
微扁平，形似雀舌，色泽绿润，白毫显露，汤色
绿黄明亮，香气清爽悠长，滋味鲜醇回甜，叶底
黄绿匀齐，芽叶肥壮完整。

安徽白云春毫茶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玉贵介绍说，公司创办于 2010年 11月，是一
家集茶叶种植、加工、销售与茶文化(旅游)为一

体的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企业采取“公
司+农民专业合作社+茶农+基地+互联网”的
模式，走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品牌化销
售、契约化服务的发展之路。公司建有国内先
进的名优茶、出口茶生产线。实现“山上有原
料基地、山下有生产基地、城市有销售网点、网
络有销售平台”的产业新格局。

赵玉贵董事长介绍说，绿茶以采摘鲜叶为
原料，它的制作流程是杀青、揉捻、干燥。

随后，执行会长王文生一行在赵玉贵董事
长的引领下，参观了杀青、揉捻、干燥三道“白
云春毫”制茶的工序。

心旷神怡 继续前行多贡献

4月6日，天清云淡。执行会长王文生一行
游览了传说中的冶父山。时任安徽省委领导
同志登冶父山，赞曰：“江南九华山，江北冶父
山。”冶父山不仅自然风光优美，更因佛闻名。
近年来先后出现释妙山、果安和释永森法师三
尊不腐真身，冶父山再度名扬四海。

冶父山园内广植杜英、桂花、栀子花、含
笑、罗汉松、合欢、香樟、广玉兰以及红叶李错
落开花、生绿，可谓“一年四季有绿色，月月季
季花不同”。

沿着用原始石块铺成的山路缓行上山。
一开始还感觉有丝丝凉意，但到半山腰的时

候，便已汗流浃背。商会企业家们风趣地说，
我们现在到达半山腰，是最困难深刻，不进则
退；生产经营也是这样，困难时刻，也是不进则
退。我们要像在这石阶古道上爬山一样，永不
停步，继续前行，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为国多
做贡献啊！

沿途景色各异，继续前行，让人心旷神
怡。快到山顶时，看到周围被松竹掩映的池
水里有一石龟，背上驮着一块刻着“欧冶子铸
剑处”石碑，相传春秋时期欧冶子在此铸剑而
遗留下的古迹——铸剑池。铸剑池的后方，
有一铸剑亭，最让人感到惊奇的是铸剑池的
正前方，一边有两棵古树，形态奇特，从半腰
处的树干就开始向对面生长，像是一对被池
面分开的恋人，努力地向着对方靠拢，远看象
是铸剑池的大门，近看像是铸剑池的守护神，
不由得不让人惊叹这自然界有如此难以置信
的景象，也有可能当年欧冶子选择这个地方，
正是因为冶父山有着它独有的特质。但当时
这两棵树是不存在的，因为树龄不可能有那
么长，但这两棵树看上去也很古老了，人为地
将它们扭成那样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些总
是让人感到惊叹不已⋯⋯

王玲 陈及才

——马鞍山庐江商会会长理事回家乡参观考察记

商会四月天 庐江春意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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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云春毫”生产基地和赵玉贵董事长交流

河畅河畅、、水清水清、、岸绿岸绿、、景美的金汤湖景美的金汤湖

游览金汤湖

登冶父山安徽白云春毫茶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玉贵介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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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
9：00-11：30

文科考生
考试时间

另增加30分钟

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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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一连放

天5

根据教育部 2020 年全国高考时间安排，2020 年我省普

通高校招生语文、数学、外语科目考试安排在7月7日至8日举

行。经省高校招生委员会研究，2020 年我省普通高中学业水

平测试选修科目考试安排在7月9日举行。具体时间见表格。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刘静

虽然当前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但大家仍不
能松懈，五一如果外出游玩一定要注意安全，尽量
避免人员集聚。

提醒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通知精神，现将2020年劳动节放假安排

通知如下：

5 月 1 日（星期五）至 5 月 5 日（星期二）放假调休，共 5 天。

4月26日（星期日）、5月9日（星期六）上班。

据中国政府网

闰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