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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本 报 讯 “我是土生土长

的唐藏人，我愿意在禁捕退

捕工作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3 月 31 日，正在河道巡

查的凤县唐藏镇庞家河村护渔

员赵小林对记者说。据了解，为

了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

江禁捕退捕工作的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打赢“十年禁渔”持久

战，唐藏镇在各村配备了护渔

员，负责日常巡河、管护，这些

护渔员成了细鳞鲑、大鲵等特

有鱼类的“保护神”。

唐藏镇辖区内有小峪河、

倒回河、红河 3 条河流。其中

小峪河是嘉陵江上游主要支

流之一，也是秦岭细鳞鲑、大

鲵等鱼类的栖息地，属于特有

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

护区。该镇将镇域内河道划分

为 9 段，实行 36 名镇村干部

分片包段，做到排查整治全覆

盖。同时，整合护河员、秦岭网

格员、护林员等涉生态环境公

岗人员 30 余人，每间隔一天

开展一次巡河检查，对河道违

规采砂、捕鱼电鱼等行为进行

制止和报告，并成立了镇机关

护河志愿者小分队，队员们身

着红马甲、佩戴红袖章，配备

了面包车、喊话器等设备，利

用业余时间开展巡逻检查。坚

持每周对涉水作业进行监督

和检查，对违反河道管理规定

的工程行为及时提醒并下发

整改通知，监督落实。镇上还

在禁捕水域附近制作长江禁

捕退捕宣传栏，在河道醒目位

置张贴长江“十年禁渔”告知

书，发挥微信、抖音等新媒介

作用，通过群发信息引导长江

禁捕退捕观念深入人心，家喻

户晓。

  本报记者 裴兴斌

宝鸡植物园就地取材倡文明——

竹竿做成烟蒂收集器  
4 月 2 日，记者在宝鸡植物园发现，每处休闲座椅旁

都有一个用竹竿做成的“烟蒂收集器”。为了解决游人乱
扔烟蒂的不文明行为，宝鸡植物园把清理下来的竹竿加
工成了“烟蒂收集器”，截至目前已经做了 100 个。 

市区渭河公园西段 ：

文明宣传形式多
3 月 31 日，记者在市区渭河公园西段看到，公园里的林

荫道旁、篮球场围网上等处，都悬挂、张贴着文明养犬、垃圾分
类、文明游园等内容的宣传横幅、漫画，图文并茂，标题醒目。

扶风县推出便民举措——

免费出租护理床  扶残助老暖民心
本报讯 扶风县段家镇昝

樊村村民高周贤因脑溢血后遗

症生活不能自理，连起床都需要

人扶。家里从县残联租借来一张

护理床后，一下子解决了很多问

题。近日，高周贤老伴对记者说：

“残联几年前就给我们配发了轮

椅，现在又能免费租用护理床，

政策真是太好了。”　　 

记者从扶风县残联了解

到，他们到基层走访群众时了解

到，一些重度肢体残疾人、卧床

不起的老年人和手术康复病人，

对护理床等辅具有较大需求。

而一张多功能护理床价格从两

三千元到一两万元不等，花费较

大。为了方便群众，从去年下半

年开始，县残联创新工作方式，

开展了辅助器具租赁服务，并

购置了 20 张护理床及轮椅等辅

具，用于租借给有需求的残疾

人、老年人或术后病人。这项服

务开展后，群众只需交一定的押

金就可将护理床等辅具借回家

使用，且免收租金，租赁期限一

般为６个月，如果需要还可以续

借。这样既让群众享受到实惠，

也提高了辅具使用效率，受到群

众欢迎。下一步，县残联还将根

据群众需求，扩大租借辅具的种

类，让群众广为受益。

　 本报记者 刘亚媚

男孩掉入池塘  民警及时施救
本报讯 本来想陪着家人

过个轻松惬意的周末，没想到

遇到孩子落水，他“顺手”救了

个男孩。3 月 28 日，岐山县民

警崔智博的这个举动，暖了在

场很多人的心。

今年27岁的崔智博是岐山

县公安局蔡家坡派出所民警，家

在市区。3月 28日是星期天，崔

智博陪着家人前往乡村旅游景点

金台区玉池公社游玩。上午11时

许，崔智博和家人走到园区池塘

附近时，突然听到“扑通”一声，他

寻声望去，只见池塘里露出一个

孩子的半个身子。“不好，孩子落

水了！”崔智博赶紧往跟前跑，由

于脚下石头突兀，他一下子崴了

脚，顾不得疼痛，他几步跑了过

去。孩子就在池塘边的水里，崔智

博一把抓住孩子，拽了上来。孩子

看起来五六岁，崔智博问孩子父

母在哪儿，但孩子被突发状况吓

呆了。崔智博当即大喊：“这是谁

家孩子，快来呀！”很快，孩子的

父母赶了过来，他们连声道谢，带

着湿漉漉的孩子换衣服去了。目

睹这一幕的游客，纷纷为崔智博

的行为点赞。

  （赵智宝 程润学）  

新闻暖

欢乐送给特教学生
近日，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30

多名师生走进宝鸡特教学校，教
学生们写书法、唱儿歌、折纸鹤、

玩轮滑，让他们在欢快的氛围中
感受艺术和体育的魅力。

  本报记者 黎楠 摄

缅怀革命先烈  践行初心使命
市级社会组织党员赴扶眉战役纪念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 4 月 2 日下午，市级

社会组织的 70 多名党员在扶眉

战役纪念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当天，细雨蒙蒙，扶眉战役纪

念馆松柏苍翠，庄严肃穆。市级社

会组织的 70 多名党员及入党积

极分子整齐列队，在烈士纪念碑

前肃立，奏唱国歌、默哀致敬、向

烈士敬献花篮（见上图）……众

人怀着崇敬的心情，深切缅怀在

扶眉战役中壮烈牺牲的 3000 多

位革命烈士。随后，全体党员面向

党旗，重温入党誓词，用铮铮誓言

表达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

决心。

在参观纪念馆的过程中，透

过一幅幅生动的图片和一件件

珍贵的实物资料，大家进一步加

深了对先烈事迹和革命传统的

认识。大家纷纷表示，要认真学

习党史，以实际行动继承英烈遗

志，弘扬革命精神，积极担当作

为，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

扬的斗志，全方位为宝鸡高质量

发展服务。

本报记者 李小玮

宝鸡高新区宝鸡中学门前 ：

机动车礼让行人
4 月 2 日，记者在宝鸡高新区宝鸡中学门前看到，这

里虽然没有人行交通指示灯，可从此通行的机动车行驶
至斑马线附近时，都能提前减速，让行人先通过斑马线。

金台区陈仓园家美佳公交站台附近 ：

环卫工冒雨摆齐单车
4 月 2 日，记者在金台区陈仓园家美佳公交站台东

侧看到，环卫工冒雨摆放共享单车，100 多辆共享单车
被摆放得整整齐齐。

太白启动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56个老旧小区提颜值
本报讯 近日，家住太白县太

白家园小区的居民欣喜地发现，挖

掘机开进小区进行雨污分流管网

改造，工人们还将进行划分车位、

拆除违规建筑等一系列动作，大家

都期盼着小区改变后的新面貌。

太白县城共有56个老旧小区，

大多建于 20 年以前，普遍存在环

境卫生差、车辆占用消防通道、居

民乱搭乱建、基础设施陈旧缺失等

现象。最近，太白启动老旧小区改

造项目，目前已完成了 56 个老旧

小区的摸底工作，部分小区已经开

始改造提升，计划于 5月底完成 25

个老旧小区的改造提升。

太白县住建局住房保障中心

工作人员赵虎告诉记者，此次老旧

小区改造工程包含 57个内容，每个

老旧小区根据实际情况结合居民意

愿，按照“一区一策”原则，设计不同

“菜单体系”，通过各项改造提升达

到小区内道路平整、绿化种植提质、

路灯廊灯明亮、线路管网规整的改

造目标，从而提升居民居住条件和

生活品质，增强群众幸福感。

     本报记者 邓亚金

文明城市我的家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现场直击

凤县唐藏镇 ：

秦岭细鳞鲑有了保护神

（本组稿件、照片均由本报记者组采写、拍摄）

清明祭奠英烈  传承红色精神

（上接第一版）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

是人民群众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共

识和呼声。中华民族历来讲求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中华文明积累

了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新发展

阶段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

要求，必须下大气力推动绿色发

展，努力引领世界发展潮流。我们

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之路，增加森林面积、提高

森林质量，提升生态系统碳汇增

量，为实现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更大

贡献。

习近平强调，美丽中国建设

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努力。美丽中

国就是要使祖国大好河山都健

康，使中华民族世世代代都健康。

要深入开展好全民义务植树，坚

持全国动员、全民动手、全社会共

同参与，加强组织发动，创新工作

机制，强化宣传教育，进一步激发

全社会参与义务植树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广大党员、干部要带头履

行植树义务，践行绿色低碳生活

方式，呵护好我们的地球家园，守

护好祖国的绿水青山，让人民过

上高品质生活。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等参

加植树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