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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张内容丰富、姿态多样的剪
纸，慢慢地在眼前掠过，被记忆定格。
有花开富贵的祝福，有好好学习的共
勉，更有和谐幸福的向往……在这些剪
纸作品中，有的荣获过PHE国际中小学
生幼儿美术书法大赛特等奖，有的获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2008年度贺卡设计方案

（全国仅七幅），有的被剪纸爱好者收藏。
从 2002年开始，刘绪阳已先后培养

了 2000 多名学生。有的学生因为擅长
剪纸在任职的单位受到特别关注，有的
学生因此进入美术院校深造。2010 级
的学生邵雷就是其中之一，他于 2017年
11月 1日注册成立了邵氏剪纸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而现在该校二年级（三）班
学生刘文熙也表示很喜欢剪纸，希望剪
出很多好看的作品，还希望以后将剪纸
作为一份工作长期坚持下去。

在采访中，刘绪阳的微信不时响
起，学生们把自己的作品传给他斧正。
一位传出剪纸作品《清明上河图》的学
生留言说，剪纸是自己追求实现梦想自
信的基因，一定会坚持不懈。记者一行
禁不住再看一眼美术教室里挂着的剪
纸作品，一幅题为“欢喜”的作品第一时
间进入视野，一位满怀欢喜的女孩递出
一个喜字，顿时感觉一切美好正来到。

本报讯（记者 谢承爽）为强力
推进资阳主城区道路交通综合整
治工作，上月 29日，雁江区、市交警
支队、市交通局、市城市行政执法
局、市城投公司的工作人员，在雁
城松涛路、雁城路、西门桥街等区
域联合开展了主城区道路交通综
合整治第三次集中统一行动，主要
整治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和影响市
容市貌的行为。

据了解，当天的整治，交警部
门出动整治人员 85人，警车 30辆、
拖车 2 辆；市城市行政执法局出动

整治人员 52 人，车辆 6 台；市交通
局出动执法人员 11 人，车辆 3 台。
此次整治行动共查处各类交通违
法 以 及 影 响 市 容 市 貌 违 法 行 为
453 起，拖移暂扣违法车辆 146 辆、
物 品 32 件 ；引 导 规 范 市 民 行 为
1500余人次。

我市多部门联合
开展第三次主城区道路交通整治
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453起

“五联疫苗”是什么？
为何从推广困难到一剂难求

据悉，“五联疫苗”是法国巴斯德公
司生产的进口疫苗，是“吸附无细胞百
白破灭火脊髓灰质和 b 型流感嗜血杆
菌（结合）联合疫苗”的简称，可以预防
百日咳、白喉、破伤风、脊髓灰质炎（小
儿麻痹）和 b型流感嗜血杆菌感染共五
种传染病。在我国，“五联疫苗”属于第
二类疫苗，家长可以根据自费、自愿的
原则，为两月龄以上的儿童酌情选择。

雁江区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五联疫苗”是 2008 年进入中国
的，2011年开始在四川进行推广。刚开
始推广的时候，有些家长不愿意打，“最开
始推广起来很困难，因为价格比较贵，普
通国产疫苗价格十多块到几十块不等，这
个疫苗要将近800元一剂，需接种4剂。”

但是，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市
民们生活水平、收入水平的提高，“五联
疫苗”越来越受到青睐，出现了供不应
求的情况。“由于‘五联疫苗’可以有效
减少宝宝多次注射的痛苦，降低由于多
次注射导致的风险，受到了越来越多家
长的追捧。”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缺货的不只是资阳地区，整个四川
都缺，“需求量太大，严重超出了厂家的

生产能力。”该工作人员说，目前疫苗的
采购模式是全省统一划拨。“雁江区有
21个乡镇卫生院、4个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1 个妇幼保健院共 26 个疫苗接种
点，每个接种点根据需求量上报疫苗采
购计划，雁江区统一汇总之后，上报全
省统一采购。”

没有“五联疫苗”咋办？
别急 两种替代方案可选

“五联疫苗”缺货，已经接种过的宝
宝如何继续接种？还没接种的宝宝又
该怎么办？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给出

了两种方案，适合不同情况的宝宝。
按照常规程序，“五联疫苗”全程需

要接种 4剂。在宝宝第 2、3、4和 18月龄
各接种 1剂，替代方案有两种：

一、如果宝宝已经接种过 1 剂次以
上的“五联疫苗”，可以根本宝宝的年
龄，按照下表选择替代方案：（见下表）

二、如果宝宝还没接种“五联疫
苗”，家长可以酌情选择以下方案：

1:接种脊髓灰质炎疫苗（免费）、百
白破疫苗（免费）以及 hib 疫苗（自费），
共 12剂次。

2:接种脊髓灰质炎疫苗（免费）以
及四联疫苗（自费），共 8剂次。

指尖上荡漾优美文化
一把剪刀剪出美好生活

“用最简单的工具制作最美的剪
纸。”东峰镇初级中学数学兼美术教
师、雁江区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绪
阳，最初的想法是要传承剪纸艺术。

“儿童的智慧体现在他们的手指尖
上。”刘绪阳说，剪纸是指尖上的文
化，在我国是最具群众性的艺术形式
之一，还具有悠久的历史。作为乡村
初级中学的教师，为传播传统文化，
充分开发学生的智力，刘绪阳从 2002
年开始尝试剪纸教学。

“我很喜欢学习剪纸，不仅能陶
冶艺术情操，也是一种学习的放松方
式。”东峰镇初中三年级二班的学生
刘科雨表示，由于剪纸工具简单，材
料易找，剪纸也给枯燥繁重的学习注
入了新鲜剂。目前，剪纸教学已成为
最受学生点赞的“豆芽学科”。刘绪
阳主编了校本教材——县域生态教
育《剪纸》，每周一课，每天下午课外
活动时间用一个小时教学剪纸。同
时，他还被评为雁江区“最美乡贤”，
被应邀到中和镇初中、雁江一中等学
校做剪纸教学讲座，发表《寓德育教
育于剪纸艺术中》等论文。东峰镇将
剪纸作为特色教育在该镇各学校开
展，形成了一定的剪纸氛围。

一张普通的彩纸,一把
家用的剪刀,“咔嚓咔
嚓”声落定，展开彩纸，

一份满怀心思的“福”字就呈现
在眼前，不觉惊叹这巧手下的奇
迹。日前，记者在雁江区东峰镇
初级中学，有幸见证了这一幕。

剪纸，被誉为指尖上的文
化，在东峰镇传承和发展，剪出
了美好生活，剪出了多彩人生。
东峰剪纸，已成为一张颇有影响
力的名片。

□ 龙涛 本报记者 张方金
曹礼芹

传承
一位老师剪出
“豆芽学科”的灵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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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多名学生
剪出梦想的自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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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李佩昱 记者 李小凤）为
进一步激发雁江区广大妇女干事创
新创业的激情，同时助推该区母婴护
理服务业和从业人员技能水平的提
高，促进家政服务行业健康、规范发
展，2017 年 12 月 28 日，由市妇联主
办、雁江区妇联承办的资阳市第三届

“巾帼创业创新”技能竞赛暨雁江区
第二届“金牌月嫂”技能大赛在城东
新区举行。来自川妹子、爱君、韵味
妈妈等家政公司的 50 名月嫂参加了
此次比赛。

本次比赛分为理论考试、实际操

作两个环节。理论考试后，共有 12名
参赛者进入实际操作环节，参赛者依
次进行婴儿洗澡、抚触、被动操三项
技能操作。“宝宝笑得甜又甜，阿姨给
你揉揉肩。臀部髋部揉一揉，宝宝健
康长肉肉。”比赛中，选手们一边抚触

“婴儿”，一边通过语言、表情和宝宝
交流。虽然比赛过程紧张激烈，但她
们每个步骤都完成得一丝不苟，过硬
的专业技能得到了评委老师们的一
致认可。最终，现场评选出金牌月嫂
1 名、银牌月嫂 2 名、铜牌月嫂 3 名及
优秀月嫂 6名。

巾帼技能赛亮相雁城

50名月嫂同台大PK

□ 本报记者 谢承爽

近日，记者从市交警支队获
悉，位于雁城南骏大道南骏老厂区
的便道已于 2018年 1月 1日开通试
运行。该路段位于南骏大道东侧，
连通南骏大道与滨河西路一段（铜
马车街）。

据了解，为缓解城区因修路带
来的交通拥堵，相关部门规划了这
条临时道路。交警部门表示，为确
保该道路开通后的交通有序、安全
和畅通，缓解滨江大道沿线交通压
力，驾驶员朋友们在通过此路段还
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滨江大道与滨河西路一段
交叉口，滨江大道上禁止左转。

1、原经滨江大道左转前往江南
半岛小区的车辆，请通过南骏老厂区

便道至南骏大道前往江南半岛小区。
2、原经滨江大道左转前往滨

河西路一段的车辆，请通过南骏大
道至南骏老厂区便道前往滨河西
路一段。

二、滨河西路一段与滨江大道
交叉口，滨河西路一段上禁止左转
与直行。

1、原经滨河西路一段左转至
滨江大道的车辆，请通过南骏老厂
区便道前往滨江大道。

2、原经滨河西路一段直行至
江南半岛小区的车辆，请通过南骏
老厂区便道前往江南半岛小区。

三、南骏老厂区便道为临时道
路，限高3米，请过往车辆按照规定
速度通行，注意交通信号灯、标志、
标线提示，并服从现场民警和管理
人员的指挥。

雁城“五联疫苗”缺货怎么办？
宝爸宝妈别焦虑 两种替代方案任你选

雁城这条路通车了
但是这几点你必须要注意

创建文明城市

1 月 1 日，2018 年全国冬泳日系列活动（成都
站）暨成都市第 34届冬泳比赛在成都市猛追湾游
泳池举行。来自成都、资阳、乐至、射洪等地 18支
队伍共 390余名冬泳爱好者参赛。资阳市游泳协
会组织 28 名队员参赛，取得了 3 个个人单项第一
名、2个个人单项第二名、3个个人单项第三名、团
体总分第八名的好成绩。 本报记者 胡佳音 摄

近日，有市民打进本报
新闻热线 26656119，
称雁江区各大儿童疫

苗接种点都没有“五联疫苗”，家
长们感到很焦虑。“娃娃已经有
两个月没打上疫苗了，不知道有
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带着家长
们的问题，记者采访了雁江区疾
控中心工作人员。

□ 本报记者 谢承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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