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实习记者 陶思懿

傍晚，夕阳西下，太阳的余晖映照
着整个城市，风景宜人的沱江河畔，资
阳城东新区滨江路堤景观带绿意盎
然。漫步于此，随处可见成群结队休闲
娱乐的市民，他们有的闲庭信步，有的
沿着河畔骑车，有的在音乐的伴奏下翩
翩起舞……

环境优美规划好
市民跨越沱一桥来此休闲锻炼

“我们经常约到饭后一起来这里散
步，很巴适。”市民甘女士说，去年她还
住在老城区，一有时间便会在晚饭后和
家人跨越沱一桥，来到城东新区滨江路
堤景观带散步。今年搬到城东新区后，
更是每天要来此休闲娱乐。

来自外地的黄女士告诉记者，来资
阳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她几乎每天都会
专程驾车从皇龙赶到这里来溜达一个
小时。

“等到我一路，不要骑太快了。”滨
江路堤景观带上，伴随着“叮铃铃”的共
享单车铃声，一前一后两辆共享单车缓
缓驶过。这是市民邓女士带着儿子从
老城区专门来此骑车锻炼身体。

“这是我和娃娃第一次来，感觉特
别好。”邓女士说，这里的绿植和道路都

规划得很好，她以后还会带着孩子来这
里锻炼。

家住中交锦湾的张莉每天都来此
跳坝坝舞，成了她和伙伴们日常生活中
一件必不可少的事。而让她们选择此
地的原因，除了滨江景观带距离居民区
远，不会影响居民休息外，此处整体良
好的规划更是吸引着她们。

据悉，截至目前，城东新区滨江路
堤景观带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14.5亿元，
占投资总额的 93.5%，全长约 9.9千米的
防洪堤工程已建成，滨江路全线约 11.5
公里的市政道路全面贯通，部分道路已
投入使用，滨江路全线绿化景观带已建
成约 150万平方米。

市民建议
及时完善便民设施

“希望能更好地完善基础设施。”甘
女士建议，这里环境优美，但缺少一些
便民基础设施，若能及时增设一些长
凳、果皮箱及公厕等，便会更加完美。

“那些宠物要是可以管一哈就好
了。”市民李女士表示，滨江路堤景观带
常常会有市民带着宠物来玩耍，小狗随
地大小便后，主人却不及时清理，十分
影响景观带的环境卫生。因此，她希望
能够加强对宠物的管理，对于主人不及
时清理的情况能有一定的惩罚措施。

本报讯（记者 谢承爽）近期本
报曾以《雁城娇子大道垃圾桶太
少》对雁城娇子大道沿线基础设施
不完善作了报道。报道刊出后，相
关部门迅速行动，按照市民需求，
在娇子大道新增了90余个垃圾桶。

日前，记者从资阳诚兴建筑
有限公司获悉，资阳开展“双创”
以来，城市越来越美，环境越来越
好，市民养成了自觉爱护环境，不
乱扔垃圾的好习惯，文明素质得
到很大提升。为更好满足市民需

求，从 5月下旬起，该公司已在娇
子大道沿线新增了 90 余个垃圾
桶，方便市民丢垃圾。同时，还在
该路段沿线增设了石条凳，方便
市民在路边歇脚。

娇子大道增设垃圾桶石条凳
便民设施更加完善

美食连线

地址：中和镇花房子（可导航前往）
预定热线：13666233019
小龙虾美食系列价格：约40元一斤
垂钓小龙虾体验价格：约30元一斤
抓土鸡：门票 100 元/人（以一次性

抓的只数为准，抓到的都可以带回家，但
是不能放下来再去抓。）

逮鸭子：门票 100 元/人（建议带上
适合下水的服装，农家乐可提供热水澡
服务。）

采摘纯天然桃子：3元/斤

《雁城娇子大道垃圾
桶太少》后续报道

资阳网“魅力乡村游 幸福中和行”体验活动第二站

到花房子钓虾抓鸡逮鸭子 体验乡间野趣
本报讯（记者 谢承爽）6月 12日，由资阳日报·资阳网联合广汇港

宏北京现代资阳店开展的“驾北京现代，跟逗嘎嘎团长 嗨中和小龙虾
美食节 资阳网‘魅力乡村游 幸福中和行’”体验活动第二站走进雁江
区中和镇干沟村花房子农家乐。钓虾比赛、抓土鸡、逮鸭子……来自
资阳网论坛版主、资深网友、摄影爱好者共 15人在此体验了一回乡村
野趣。

当日上午八点半，网友们搭乘北京现代提供的车辆，一个半小时
后顺利到达花房子，大家迫不及待地走向养小龙虾的池塘。花房子钓
虾场的老板杨晓清已贴心地为大家准备了钓具、诱饵、遮阳伞。大家
选好位置开始组队比赛钓虾。

“哇，好大一只！”一位网友旗开得胜钓到一只张牙舞爪的小龙
虾。随着时间的流逝，网友们陆陆续续有了不小的收获，欢呼声久久
在这里回荡。最后，钓虾比赛的前三名分别获得虾场老板奖励的小龙
虾 5斤、4斤、3斤。

很快午餐时间到了，麻辣小龙虾、卤味龙骨、麻辣猪耳朵、凉拌土
鸡等菜品让大家赞不绝口。

“鸡公叫、鸭公叫，个人抓到个人要……”午餐后，大家走进抓鸡
场，准备进行抓鸡比赛。在抓鸡比赛之前，网友们还现场表演了一段
舞蹈助兴，大家笑得前仰后合。跳舞归跳舞，大家抓起鸡来却毫不含
糊，几分钟之内便抓到了三只鸡。虽然弄得浑身上下都是泥，但每个
人都非常开心。

接着是下水逮鸭子。几位“泳士”跳进池塘里，说时迟那时快，几
个人一顿猛扑，成功抓住了鸭子。

杨晓清介绍，小龙虾节期间，花房子农家乐能同时为 20桌市民提
供特色餐饮服务，特色菜品有麻辣小龙虾、大头菜回锅肉、折耳根凉拌
土鸡、麻辣鱼 (或酸
菜鱼) 、特色土泥鳅、
麻辣田螺、火锅料黄
辣丁、柴火土鸡、油
酥 香 鱼 块 、蒜 苔 肉
丝、豌豆烧腊肉丁、
牛皮菜拌胡豆、酥香
花生米、时令蔬菜、
青菜萝卜煲、番茄土
鸡蛋汤等等。

创建文明城市卫生城市

城东新区滨江景观带
市民休闲娱乐又一好去处

本报讯（记者 刘梦娜）“仔
细点，这些边边角角要全部喷
到。”6月 12日上午 9时许，几名身
着统一制服的消杀人员带着灭
鼠、灭蚊、灭蝇、灭蟑螂药等，来到
雁城金穗花园进行城区病媒生物
集中消杀工作。据悉，为全面推
进“创卫”工作，自 6 月 6 日起至 7
月 20日，我市开展首轮城区病媒
生物集中消杀行动。

此次消杀工作由市爱卫办牵
头执行，聘请专业消杀公司，除对
全城区公共区域、居民住宅、八小
行业、市政设施、环卫设施等容易
滋生的鼠、蚊、蝇、蟑螂进行环境
卫生清理和拉网式投放、喷洒消
杀药物外，消杀人员还将设置 3
万个陶瓷毒饵盒、3000米防鼠网、
2000 个诱蝇笼，在各重点区域设
置 40盏太阳能杀虫灯，并由专人
开展日常消杀维护。

“我们分为两个组，以街道办
（镇）为单位，同步分片区推进，确

保全区域全覆盖。”眉山鹏辉灭鼠
公司经理胡学良表示，灭鼠、灭蟑
螂主要是药物投放，而灭蚊蝇则
主要是喷药水。

此项消杀工作希望广大居民
支持、配合，加强对儿童、老人的
教育和管护，不要捡食粉红色的
灭鼠毒饵（溴敌隆），管好家禽家
畜，避免因误食灭鼠毒饵造成中
毒事故，若发现误食鼠药者应立
即送往医院诊治。同时，喷雾消
杀时，请广大市民将食物封盖处
理，关好家中门窗，不要围观和随
意触摸消杀药物以及设施设备，
远离喷洒场所，以防止药剂引发
身体不适。如有与消杀药物接触
情况，请及时用流水冲洗。一旦
出现中毒情况，请立即送医诊治。

截至目前，雁江镇已完成消
杀工作，狮子山街道办及三贤祠
街道办正在同步进行中。

据了解，第二轮集中消杀行
动将于 8月至 9月进行。

我市开展城区病媒生物集中消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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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谭小华）“太感谢资
阳的‘的姐’了，素质高！要不是她，我
8000 多元的手机可能就丢了。”近日，
安岳小伙谭先生拨打本报新闻热线
26656119，称他到资阳交警支队办
事，在乘出租车的过程中手机掉了，幸
得雁城一出租车司机拾金不昧捡到后
归还给了他。

据谭先生介绍，6 月 6 日，他在市
交警支队办完事已是中午，为赶到雁
城滨河路的亲戚家吃午饭，便在交警
支队外打了一辆出租车。到达目的地
下车后不久，谭先生突然发现刚买的、
价值 8000多元的苹果手机不在了。回
想起刚刚还在出租车上打了电话，谭
先生猜测手机应该掉在出租车上，他
立即通过附近一宾馆电话拨打自己的
手机号。“还好，是出租车司机接的电
话。她给我保管起的，因无法联系我，
她准备送了下一个客人就把手机交回
公司。”谭先生说，该出租车司机送完
客人后，还专程开车到滨河路把手机
还给了自己。“这个‘的姐’太让我感动
了！不但专门送来，且我给她感谢费

都被拒绝了。”
随后，记者辗转找到这位拾金不

昧的“的姐”，得知她叫刘红英，驾驶的
出租车车号为川MT0072，是资阳鑫升
出租车公司员工，从事出租车行业已
18 年。“谭先生下了车，一位老大爷乖
车到市人民医院。在去医院的途中，
我突然发现副驾驶门的手把里有部手
机。不管是哪位乘客遗落的，我想到
的是先保管到，待送达老大爷后就准
备把手机交回公司。”当记者在电话里
问及刘红英捡到手机有何感受时，她
不假思索地说：“从没想过要把这部手
机占为己有。丢手机的乘客肯定很着
急，能尽快找到失主是最好的。因此谭
先生电话一打过来，我就专门给他送去
了。”刘女士表示，资阳正在开展“双创”
工作，作为一名出租车司机，除了必须
的职业道德，更要做一个诚信之人，不
能毁了资阳城市形象。

新闻热线
028-26656119

内江日报讯（记者 张小丽）相聚
甜城湖，欢庆龙舟节。6月 15日，2018
中国·内江第九届大千龙舟经贸文化
节开幕式将在内江市举行。多位在外
的内江籍文艺界、体育界、书画界等知
名人士回到美丽的甜城湖畔，与内江
人民“同唱一首歌”“同台献技艺”。

内江是国画大师张大千的故乡，
自 2010 年以来，以“大千”命名的龙舟
经贸文化节已成功举办八届，“大千龙
舟经贸文化节”也成为内江市的一个
知名文化品牌。

内江市相关负责人表示，继续举办
大千龙舟经贸文化节，既符合群众期
盼，更是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大
千文化价值内涵，培育向上向善社会风
尚，提升全市人民文化自信，增强人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的具体体现。

据悉，本届龙舟节以“大千故里
文化之乡幸福内江”为主题，坚持“欢
乐、务实、安全、合规”的主基调，紧扣

“践行十爱·德耀甜城”价值理念，结合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开展系列
群众性文体、民俗、商贸活动等，旨在
弘扬传统文化、彰显现代文化，开展经
贸合作、讲述内江发展，凝聚人心力
量，实现“文化体育搭台、经贸投资唱
戏”，为建设幸福美丽内江和实现治蜀
兴川内江实践再上新台阶聚智聚力。

本届大千龙舟经贸文化节依然注
重群众特色，坚持“以群众参与、人民
满意为导向”的宗旨。和往年一样，除
了开幕式上精彩的文艺演出和龙舟
赛，节庆期间还有一系列子活动。自 6
月 1 日以来，本届大千龙舟经贸文化
节系列活动已陆续拉开帷幕，包括“大
千故里·翰墨薪传”书画进校园工程、
大型话剧《苏东坡》巡演、“川商梦·内
江情”返乡投资活动、2018内江第十四
届甜城美食文化节暨第四届甜城网络
美食文化节，“乡村兴·甜女情”妇女创
(就)业产品展示活动等，为内江人民及
各地游客奉上一场经贸文化盛宴。

龙舟竞渡迎端午
内江第九届大千龙舟经贸文化节启幕

点赞！
安岳小伙丢手机
雁城“的姐”拾金不昧驱车送还

本报讯（实习记者 徐嘉欣）6月 13
日，我市中考大幕拉开，全市 2.4 万多
名中学生参加考试。而在考试之外，
还有另一道风景，那就是送考“大军”
中洋溢的浓浓亲情。

暖心
71岁的爷爷悄悄送考

在雁江二小考场外，送考老师们反
复给学生叮嘱考场注意事项，家长们也
不断给孩子加油打气。人群中，一位身
穿蓝色条纹上衣的老大爷格外抢眼。

“太多人了，找了好几圈都没看到
人影。”这位大爷姓朱今年 71岁，他四
处张望在人群中寻找着孙儿的身影。

“我说给他送考，但他不准我送。等他
离家后，我就悄悄地赶过来了。”

朱大爷告诉记者，自己住在成都
小儿子家里。因为在资阳的大孙子和
二孙子接连参加今年的高考和中考，
他月初特意从成都赶回来陪考。

考生陆续进入考场后，没有看到
孙儿的朱大爷有些遗憾。但他说，自
己先去附近菜场买菜，等考试快结束
了再过来接孩子。

安心
父亲做专职司机全程接送

无独有偶，在雁江二小考点外还
有一位候考的父亲朱先生，刚刚陪完
高考的女儿，又接着陪中考的儿子。

“家住得远，他自己来赶考不方
便。”朱先生告诉记者，他家在松涛镇
红岩村，离考场有些距离，为了保证儿
子有充足的休息时间，自己决定开车
全程接送。

被问及等待是否紧张时，朱先生
坦言：“前几天守女儿高考更紧张，儿
子中考的紧张感没那么强，两个孩子
的学习成绩都不错，相信他们自己心
中有数。”

贴心
母亲考场外为孩子纳鞋垫

9 点过，在雁江一小考点外，一位
母亲左手拿着鞋垫，右手一针一线上下
穿梭，正加紧为考场中的儿子纳鞋垫。

“早上 6点过就起床了，到考场大
概 7点左右。”交谈的时候王女士也没
有停下手中的针线活。她说，中考对
孩子来说意义重大，所以专程抽出时
间来陪儿子考试。

因为儿子喜欢穿自己纳的鞋垫，
王女士已为儿子纳了十几双了。她拿
着手中为儿子赶制的鞋垫满脸欣慰
地说：“前几天儿子还在问我有没有新
的，今天就是穿着新鞋垫来考试的。”

中考第一天
亲情呵护成亮丽“风景线”

收获多多。

菜香四溢。本组图片由本报记者 秦建华 摄开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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