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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郭菁

每天傍晚，雁江区三贤文化公
园廊桥的景观灯发出柔和的橘黄色
光芒，在九曲河幽蓝的水色衬托下
显得光彩夺目。这精致的灯光效果
出自张戎之手。

2007 年，17 岁的张戎成为首都
武警战士。他以中队通讯员的身份
参加了 2008 年的北京奥运会和残
奥会、2009 年的北京 60 周年大庆和
美国总统访华现场保卫勤务工作。
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而对
于武警来说却是“养兵千日用兵千
日”。通过艰苦的部队生活，张戎锤
炼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
别能奉献”的精神。

2009 年张戎退役回到资阳和父
母团聚，并通过人事考试考入市市
政管理处，主要负责城市路灯、景观
灯维修维护管理工作。

为了尽快适应这份工作，张戎一
边向前辈取经，一边在工作之余加强

学习。这几年路灯开关由老式“始终
控制器”更新为先进的“信号远程控
制”，导致后期维修调试十分依赖厂
家，费用高、耗时长。张戎决心吃透
这门技术，把维修调试新型路灯的主

动权掌握在自己部门手里。
张戎虽然只有高中文凭，但他凭

着部队里培养起来的吃苦精神，从基
础开始学习智慧灯杆、物联网系统的
知识，一边上手操作，一边还钻研编

程。后来，张戎还将原有系统从网络
信号升级为了光信号控制，极大地降
低了调试成本，缩短了维修时限。

2019 年，城区春节光亮工程中，
为了保证市区街景灯光效果如期完
美呈现，张戎和同事们不分昼夜“战
斗”了 30多天。“每天都安装到很晚，
他们下班后，我还要把关进度、质
量，检查配电系统有无安全隐患，安
全标志粘贴是否到位，清点各个点
位人工、材料、作业车辆，为第二天
的工作做准备。”在张戎和同事们的
努力下，璀璨的灯光洒满资阳城，一
片祥和热闹的节日景象。

张戎带领着 30多人的团队维护
和维修着雁城市政夜景灯光，但他自
谦道：“我本来就普普通通，趁着年轻
还应该多学多干。”

雁江
走访慰问退役军人

本报讯（吴双桂）7月29日，安岳县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2周年暨创
建省级双拥模范县推进大会召开。

会议指出，近年来，安岳县委、县
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
始终把关心和支持国防建设作为义不
容辞的责任，为部队圆满完成各项任
务创造了条件。一直以来，驻安部队
广大指战员和官兵积极发扬攻坚克
难、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多次圆满完成了县委、县政府交给的
应急处突、抢险救灾等急难险重任务，
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各级各
部门、各驻安部队要广泛凝聚共识，高
度重视双拥创建工作，全力做好各项
工作。要扭住工作重点，扎实推进双
拥工作，按照“部队所需、地方所能”的
原则，积极支持部队现代化建设，探索
建立社区双拥工作阵地，不折不扣地
保障退役军人合法权益，确保拥军优

属工作在基层得到落实。要加强组织
领导，不断提升双拥工作科学发展水
平，把双拥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按照全
县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安排，扎实开展

“八一”期间走访慰问退役军人、优抚
对象和部队官兵活动，广泛宣讲政
策，凝聚思想共识，形成工作合力，激
励他们为全县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
作出更大贡献。要站在讲政治、讲大

局的高度，严格按照创建标准，逐项
细化责任分工，推动工作落地落实，
高质量完成双拥模范县创建工作。
要健全完善随军家属劳动就业、社会
保障、子女入学等政策措施，做好退
役军人就业安置、权益维护、服务管
理等工作，切实解决驻安部队、退役
军人的实际困难和问题。要扎实做
好 2019年征兵工作，确保年度征兵工
作任务圆满完成。

本报讯（贾雪苓 杨颜铭）在“八
一”建军节到来之际，7 月 31 日，国
网资阳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和

“红细胞”青年志愿者们一同前往雁
江区丹山镇老君村看望慰问抗战老
兵张良荣老人。

沿着一条蜿蜒曲折的山路，一
行人来到老人家里。“张老，我们是
资阳供电公司员工，明天就是建军
节了，祝你节日快乐。”得知志愿者
们的来意后，老人格外欢喜，拍手欢

迎。除了牛奶水果等日常慰问品，
志愿者们还送去了适合老人了解外
界信息的收音机。

张 良 荣 老 人 今 年 95 岁 ，1948
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晋冀
鲁豫野战军四纵十一旅服役，并
于 1949 年入党，是一名有着 70 年
党龄的老党员，曾先后立下三个
特等功。

老 人 虽 然 年 事 已 高 ，但 讲 起
往事却思路清晰、声音洪亮，他拿

出珍藏多年的纪念章，饶有兴致
地给志愿者们讲述每一枚纪念章
的由来。志愿者们静静地围坐在
老人身旁，聆听他的故事，看到他
饱经风霜的面庞和一枚枚奖章，
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共产党员服
务队队员刘松鹤表示，能如此近
距离接触年近百岁的抗战老兵，
亲耳聆听他的抗战故事，是莫大
的荣幸，这种奉献和爱国精神值
得永远传承下去。

安岳部署“八一”走访慰问活动和双拥工作

资阳电力员工看望慰问95岁抗战老兵

本报讯（龙涛）7 月 31 日 ，在
“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雁江区政
府主要负责人率领相关部门同志
对部分退役军人开展走访慰问，为
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并致以
节日的问候。

慰问组一行来到退役老军人范
茂家中，与他拉家常、问起居，关切地
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及生活情况，认真
聆听老人参战时的光荣事迹，感谢老
人为祖国和人民作出的贡献，衷心祝
愿他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同时叮嘱
随行的部门、街道、社区干部，要认真
落实好各项政策，密切关注退役军人
的生活动向，用实际行动帮助他们解
决生活中的难题。

7 月 31 日 下
午，乐至县人民医
院康复科 88 岁老
人 邓 武 仲 的 病 房
内欢声笑语，医务
人 员 自 发 慰 问 了
这位有着 31 年军
龄、参加过中印自
卫 反 击 战 的 退 伍
老军人，祝愿他早
日康复，老军人激
动 地 给 医 务 人 员
敬 了 一 个 庄 严 的
军礼。

常伟 黄悦安
摄影报道

“90”后退役军人张戎：

“最美”城市灯光师

本报讯（记者 徐嘉欣）为推进
军民鱼水情，满足武装泅渡训练需
求，7 月 31 日，武警资阳支队在市
游泳综合训练馆开展了武装泅渡
训练。

上午 9 点，官兵们整齐穿戴训
练着装，进行热身运动后，背上训练
用枪分组入水，开始进行泅渡训
练。“我们这一身装备打湿水后重量
差不多有 20 斤，大家平时可以游
1000 米、2000 米，但是穿上装备后，
游 500 米都是非常困难的。穿上装
备游 500米相当于平时训练跑 5000
米一样累。”武警资阳支队有关人员
告诉记者，通过此类训练将有效提
高官兵们水上反恐和水上救援能
力，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财产安
全和生命安全。

武警资阳支队
开展武装泅渡训练

为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充分展示 70 年来资阳经济社会
发展的新成就、新风貌，资阳日报社、
资阳市新闻工作者协会、资阳市摄影
家协会联合举办的摄影作品大赛即
日启动。诚挚邀请摄影家、摄影爱好
者和广大市民投稿参赛。

一、活动主题
展示资阳风采，反映可喜变化。
二、作品要求
1、参赛作品内容健康、充满正能

量，取材新颖别致，杜绝抄袭。
2、抓拍美的瞬间，留住美的画面。
3、作品真实，不收P图。
三、投稿时间
2019年 7月 29日到 9月 30日，登

录资阳网论坛“资阳摄影”版，在“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摄影大赛”专栏发
帖展示参赛作品（可扫描下方二维码
进入）；同时将参赛作品原片发送到
资阳日报邮箱：zyrbfk@163.com，注

明“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摄影作
品大赛参赛作品”字样及作者姓名和
联系方式。参赛作品将择优陆续在

《资阳日报》上刊发。
四、评奖
本次大赛将评出一等奖一名，奖

金 1000 元；二等奖两名，奖金各 500
元；三等奖五名，奖金各 300元，并颁
发获奖证书。

2019年7月29日

资阳日报社
资阳市新闻工作者协会
资阳市摄影家协会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摄影作品大赛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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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佳音）今年以来，
我市检察系统主动对接成都市检察系
统，在生态环境保护、未成年人检察工
作、智慧检察建设等方面加强协作，共
同推进成资两市检察工作不断向前发
展，助力成资同城化“头号工程”建设。

协力保护生态环境资源。积极加
强与成都检察机关沟通协调，在跨区
域案件办理、信息交换、线索通报、异
地取证等方面统一思想认识、统一司
法标准，形成办案合力，有效震慑犯
罪，用“检察蓝”保卫绿水青山。

共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品牌。两

地检察机关积极建立协同合作机制，
共同打造成都“亮晶晶”和资阳“未检
侠”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品牌，旨在通过
讲故事、游戏互动、庭审模拟、辩论赛
等方式，让孩子们在轻松氛围中提升
法治理念和自我保护意识，积极借力
网格化平台，着力破解高危未成年人

“临界预防”难题。
深入推进智慧检察建设。共同争

取上级智慧检察建设试点任务，承担智
慧管理平台的研发试点应用工作。加
强成资两地检察机关信息互通、技术协
作，共同完成好上级交办的研发任务。

加强成资检察协作
推进检察工作同城化

本报讯（记者 孙正良）近日，记者
从雁江区获悉，该区共有省级监测地
质灾害隐患点 191 处，其中，崩塌 123
处，不稳定斜坡 13 处，滑坡 55 处。所
有隐患点均落实了防灾、监测责任人
和专职检测员，并制定了预警、撤离、
抢险等应急预案。

强化制度保障。该区编制了突发
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突发地质灾害应
急救援处置方案和年度地质灾害防治
工作方案。汛期前印发了《关于做好
2019 年汛前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通
知》，针对近期频繁降雨还印发了《关
于进一步做好当前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的紧急通知》，从制度上绷紧应急处置
的弦。

强化隐患排查。各乡镇于汛前开

展了拉网式排查，汛中持续排查，特别
是强降雨前后加密巡查。全区对 47
处突发地灾点开展了应急调查，并会
同专业技术人员制定了分类处置意
见。

强化技防措施。对部分地质灾害
隐患点拟安装运用地表裂缝仪、伸缩
仪等检测设备，实现自动化实时监测，
提高科技防灾能力。

强化应急处置。建立健全联络机
制，确保预警信息能及时、准确地传送
给每一位受威胁的群众。加强救灾队
伍建设，组织好群众积极自救和互救。
加快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积极
推进自动化实时监测项目建设，努力推
动省投地灾排危除险项目落地，不断丰
富地质灾害工程防治手段。

雁江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控整治军爱民 民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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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员工看望老兵。

工作中的张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