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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嘉欣）冲拳、击
掌、弹踢……8 月 8 日晚，“全民健身
日”武术协会东方武道专场演出在雁
城好莱坞广场拉开序幕。

太极拳、太极剑、刀术、棍术、跆
拳道、健身气功等表演精彩纷呈，表
演者有四岁小孩也有六旬老太，不同

年龄层的不同表演形式，充分展示了
全民参与的精神风貌。

整场演出融入了不少舞蹈元
素，舞蹈与刚劲拳风的完美结合，
充分展示了中国功夫的博大精深
与兼收并蓄，赢得围观市民拍手
叫好。

本报讯（记者 徐嘉欣 实习生
杨茜睿）7月 27日，本报以《苌弘广
场露天KTV噪音大居民直呼受不
了》为题，报道了雁城苌弘广场噪
音扰民。为此，8月 7日晚，雁江区
资溪街道办牵头，联合资溪城管执
法大队、警察机动中队、区工商局、
区园林处、区卫生监督执法大队、
师园社区成立执法小组，对苌弘广
场噪音进行整治。

当晚 8时许，雨后的苌弘广场
有不少市民在此散步休闲，平日里
跳广场舞的队伍没有出现，但两家
露天 KTV 早已放声开唱，不少市
民在围观。执法小组来到树林下
一处 KTV 摊点附近，打开手机上
的分贝测试仪进行测试，结果显示
该摊点基本达到要求。但靠近江
边的 KTV 摊点音量偏高，经执法
人员耐心劝说后，摊主最终同意将
音量调小。

得知执法小组前来整治噪音，
周边居民纷纷上前表示支持。一

位家住江南半岛的先生十分激动：
“早就该整治了！深更半夜都在
唱，吵得全家人都睡不好，尤其是
影响小娃娃休息。”家住江南半岛
的李女士也反映：“我们住在最里
面的3期，传过去的声音都多大，晚
上10点过都在唱，严重影响周边居
民的生活。”

据悉，7日上午，资溪街道办召
集广场上持有音响设备的负责人，
开展了噪音整治工作协调会，告知
他们将音量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
既不能打扰周边居民生活，也不能影
响市民休闲活动。各负责人均表示
会积极支持工作，作出规范调整。

据悉，当晚行动主要是监督检
验各负责人是否按规定对音量进
行调整。今后将对广场上的音响
设备严格按照协调结果进行管
控。如果噪音扰民现象依然突出，
执法大队将联合公安、环保、工商
等相关部门采取强制执法行动，取
缔噪音扰民点并进行严肃处理。

“请把音量调小”
苌弘广场噪音扰民整治打响第一枪

行道树本是城市一道美
丽的风景，但有些市民公共意
识欠缺，竟然把行道树当作健
身器材。近日，记者在雁城苌
弘广场附近看到，一位老大爷
潇洒地吊在树上，做起了引体
向上。

本报记者谢承爽摄

□ 本报记者 徐嘉欣

随着全市“双创”工作的宣传引导，
以及对不文明交通行为的曝光和处罚
的落实，市民的文明交通意识在不断提
升，“文明出行”不再只是一句口号，它
正渐渐融入人们的生活。日前，记者走
访雁城，看到了很多令人欣慰的变化。

车辆主动礼让行人

雁城和平路车多、人流量大，特别
是资阳市妇幼保健院外车来人往，此处
没有交通信号灯，但记者观察发现，有
不少司机都在斑马线前减速，或直接停
在斑马线前，给路人让行。10 点 40 分
左右，一棕色小车低速行驶至斑马线
前，两三名行人从车前通过后，司机发
现还有行人走到了护栏处，便立即停了
下来，旁边车道的小车见状也停在斑马
线前，等候行人过马路。

上班族苏女士表示，现在经常能遇
到一些司机主动让行，必须给这些好司
机点个赞。市民王婆婆说，老年人走得
慢，多亏了这些司机在斑马线前停一
停，不然在没有红绿灯的路口，等很久
都过不了马路。

非机动车停放井然有序

早上 9点左右，记者在好莱坞广场

一非机动车停放点看到，车辆有序摆
放；在上西街、和平路等地，非机动车均
按规定整齐摆放。

上西街一店员张女士说，如今大部
分市民都能够将车停放在规定区域内，
市民的文明意识在不断提升。

同时，非机动车在路口的交通秩序
也日益规范。大部分非机动车都能在
非机动车等待区等待通行，不阻碍机动

车通行，也不占用斑马线。

“中国式”过马路不再盛行

早上 10 点，在和平南路与建设南
路交叉路口，两名年轻女子经过此处，
一女子欲闯红灯，同行女子将她一把拉
住，等候绿灯亮起后，二人才迈出步
子。在上西街与和平路交叉路口，记者

在 10 分钟之内数了数，闯红灯的市民
大概有十六人，而就在几个月前，这个
数量仅是一次高峰期“中国式过马路”
的人数。

这座城市里，并不是每一辆汽车都
会礼让行人，也并不是每一个行人都能
遵守交通规则，但令人欣慰的是，文明
交通意识正逐步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
人正在加入文明交通行列。

本报讯（记者 郭春荣）7 月 26
日，本报以《雁城多处道路窨井
盖成“陷阱”市民盼整改》为题报
道了雁城康乐中路窨井无盖，井
口 只 用 木 板 遮 挡 ，存 在 安 全 隐
患。 8 月 8 日，记者再次来到康
乐中路看到，原用木板遮挡的窨
井已盖上了专用井盖。

记者看到，该区域新安装井盖
呈灰黑色，印有篆体“蜀人原乡”及
铜车马图案，设计彰显城市文化底
蕴。路过该处的市民表示，现如今
出门散步放心多了，也不怕孩子蹦
蹦跳跳会掉进去。还有一些市民表
示，井盖设计新颖漂亮，有城市文化
的浸润，小井盖也文艺起来了。

窨井已安装井盖
设计彰显城市文化

本报讯（记者 徐嘉欣）8月3日早上8
点左右，在安岳县西大街新华阳光美典
广场周边，安岳爱心之家志愿团队成员
有的举着锄头，有的握着镰刀，对一米深
的杂草进行清理，还有的在清扫广场周
围的垃圾。一年多来，四方井社区居民
邓世菊和团队成员长期在城区义务打扫
卫生，用实际行动助力“双创”。

团队发起人邓世菊以前在医院做护
工，看着“双创”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自
己也想尽一份力。自2017年2月开始，邓
世菊便拿着火钳和塑料袋上街捡拾垃
圾。“孤军奋战”的邓世菊希望可以做得
更多，开始召集志愿者，如今已有 30 余
人，爱心之家志愿团队越来越壮大。

据悉，爱心之家志愿团队成员大多
是一些退休老人，他们会不定期组织活

动清扫城区街道、清除公共区域杂草，深
入老旧小区打扫卫生等等。

60多岁的杨华贵和老伴为了方便处
理平时出门看到的垃圾，随身都携带着
塑料袋。“平常看到那些墙上贴的小广
告，我们都要把它撕下来，太不美观了。”

“没有工资也没福利，闷起脑壳只管
加油干，他们就是当代的活雷锋。”邓世
菊所住小区的保安如是评价他们。“其实
我们做的都是些小事，只是希望通过我
们的努力改变大家的生活环境，同时激起
市民的环保意识，自觉维护公共环境卫
生。”邓世菊表示，目前团队主要义务提供
社会公共服务，以后还将积极创造条件，发
展社会公益事业，将志愿者的爱心送到孤
儿院、留守儿童之家，为需要关爱的孩子们
送去温暖和关怀。

□ 本报记者 陶思懿

“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爱情的歌
儿随风飘荡……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阳
光，充满了阳光……”每逢周一、周三、
周五，雁江区文化馆，就有一群老人聚
在一起，吹拉弹唱，用音乐谱写出不一
样的退休生活。

老年乐队
音乐让退休老人汇聚一起

日前，雁城乐山商业银行广场上传
来了一阵悠扬的音乐声，十几位身穿红
衣的老人坐在树荫下，有的拉着二胡，
有的吹着笛子，还有的敲着非洲鼓……

这群老人来自资阳市雁城不老松
乐队，他们因对音乐的喜爱聚在一
起。据乐队队长周贤宽介绍，不老松
乐队成立于 2006年 10月底，从开始的
5、6 个人发展壮大至今天的近 40 人，
表演涵盖二胡、扬琴、板胡、三弦、柳
琴、琵琶、唢呐、巴乌等近 30 种乐器。
乐队里，年龄最大的已经85岁，最小的

也已61岁了。他们不仅坚持每周到区
文化馆练习，还时常在我市民间文艺
家的协调下，参与大大小小的公益性
演出活动。

老有所乐
把乐队当半个家

“我从十几岁开始就学习音乐了，
现在主要是拉二胡。”76 岁的高惠桃
说，由于演奏用的歌单不仅不好打印，
价格还不低，所以乐队的歌单一直是
他手写后，再复印分发给大家，虽然辛
苦，但他却乐在其中。

“乐队寄托了我们很多情感，我一
直把乐队当成半个家。”退休老人胡纯
秀告诉记者，2007年她刚加入乐队时，
还没有什么音乐基础，一路走来，随着
乐队发展壮大，她也成长了不少。

已到耄耋之年的刘至孝老先生，
学习音乐已有近80个年头。“乐队让我
们老有所乐、老有所学，我们还会继续
坚持，然后把这种正能量一直传递下
去。”老人自豪地说道。

创建文明城市卫生城市

雁城“不老松”最美“夕阳红”

乐队演奏。

车辆让行人行人守法规
市民文明交通意识在提升

安岳爱心之家志愿团队

长期义务打扫城区助“双创”

《雁城多处道路窨井盖成“陷阱”市民盼整改》后续

《苌弘广场露天KTV噪音大居民直呼受不了》后续

中国功夫闪亮全场

非机动车在等待区有序等候通行。

武术表演。本报记者 赵明摄

本报讯（记者 秦建华）8月 8日
下午，中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 300余
名员工齐聚雁江区资三路起点，参加
公司开展的第十个全民健身日员工
共享单车骑行活动。

随着发令枪一声清脆的响声，
身着五彩斑斓运动服的 300 余名公
司职工骑着共享单车，在一阵阵欢

呼声中，宛若一朵朵盛开的夏花，洒
遍资三路。

本次共享单车骑行活动，本着健
身、竞速、参与、团结的原则，设置了
竞速骑和健身骑两种方式，行程分别
设 7 公里和 4公里。大家相互鼓励、
相互照顾、共同前行，尽情享受着释
放青春的快乐。

中车资阳机车职工
快乐骑行资三路

“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