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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鹏 张天富刘羿成

在“桑城”乐至，朴实深厚的桑文
化历经千年发展，如今已经传播到更
多领域，实现了本土传统文化的创新
发展。名菜桑葚菊花鱼就是浓厚乐至
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代表之一。

李波是这道桑城名菜的创烧主
厨，一位年轻的厨师长。近日，笔者有
幸目睹大厨一展身手。

制作桑葚菊花鱼要选用野生草
鱼，重 900—1000 克。野生鱼野性难
驯，往往展示出超强的活力，杀鱼并不
是个简单的技术活。李波先将鱼敲
晕，刀随手动，去鳞、剖腹、剁头、开边
剔骨，刀法行云流水。

剁下鱼头鱼尾，然后开始切花，斜
刀 45度剡进，五刀一段。斜刀剡配合
直刀剡，简单几刀，菊花状的鱼肉便呈
现在笔者面前。李波介绍说：“这个鱼
头鱼尾，我们等一下摆盘要用，如果我
们想把这个菊花鱼做得大一点，可以
多剡几刀。”

随后，李波为鱼肉抹味、扑粉、制

备桑葚汁，准备工作环环相扣。他介
绍，铺上干淀粉，菊花形的鱼肉显得更
加嫩白，也有利于炸制；乐至的桑葚不
仅是一种水果，也有一定的保健作用，
桑葚成汁，还不失桑果的韵色……

食材的准备就仿佛一场奇异的邂
逅，静静等待着时间的成全。

锅热油沸后，鱼肉在油花中绽放，
低温、高温两次炸制，出锅已是菊花模
样。油、蒜蓉、番茄酱、桑葚汁，配以
糖、盐、味精，调制出酒红色的酱汁，浇
淋在摆好盘的鱼身上，神形具备的桑
葚菊花鱼就上桌了。

“做成菊花一样的形状，不得不佩
服咱们大厨的心灵手巧；淡淡的水果
甜味，不光是我们年轻人很喜欢吃，小
朋友也很喜欢吃……”对这道桑葚菊
花鱼，食客们大加赞赏。

几颗桑葚、一条草鱼，经过大厨的
匠心巧思和巧手烹饪，化身为一道赏
心悦目的极致美食，在传统文化中汲
取营养，在积极竞争中寻求突破，乐至
桑葚菊花鱼走出了一条创新发展的美
食之路。

本报讯（记者 谢承爽）近日，资阳
日报微信公众号推送的《关于公交车
站点设置，你想知道的这里都有》，引
起了市民和网友的广泛关注，大家纷
纷在后台留言，对公交车线路、站点设
置等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有网友建
议，资阳能不能像其他大城市一样，开
发一款公交出行 app，可以实时查询公
交车位置、何时到站等信息。

记者带着网友的问题，采访了市
公交公司相关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目前确实有这样一款 app，
叫做“车来了”，可以在手机软件市场
下载。下载安装成功后，选择“资阳”，
就可以看到附近的公交站点、车辆、线
路等实时信息，选择自己需要上车的
站点，还可以看到车辆的具体位置、多
久到站等。此外，这个 app还提供到站
提醒等贴心功能。目前，该 app数据正
在调试阶段，可能会有部分信息不准
确，待调试完毕，公交公司“官宣”之
后，大家就可以放心下载使用了。

市容环卫：
雨后清淤连轴干

7月 31日，笔者在雁城芭蕉园小区
看到，环卫工人用铁锹铲走淤泥，环卫
高压冲洗车接着冲洗路面泥浆，环卫洗
扫车再精细洗扫，小区路面恢复往日的
清洁。

据小区业主介绍，7月 28日晚上一
场暴 雨 冲 垮 小 区 围 墙 ，泥 浆 冲 入 小
区。7 月 29 日，雨停、洪水消退后，小
区道路留下厚厚的一层泥浆。如此大
面积的污染，小区物业公司清理难度
较大，于是向有关部门求助，得到市城
管行政执法局环卫处、市公安消防支
队的支援。当天，市公安消防支队派
出消防车冲洗路面；7 月 30 日，市城管
行政执法局环卫处调集 3 辆高压冲洗
车、2 辆洗扫车、20 余名环卫工人进入
小区，清除小区淤泥，并冲洗、清扫路
面。8 月 1 日，淤泥清除工作全部完
成，小区恢复面貌。

据市城管行政执法局环卫处有关
负责人介绍，暴雨常常引发大面积污
染，针对今年多雨天气，环卫处加强了
值班值守、巡查督查，加强人工与机械
配合作业，及时清理清扫。先后清除公
园路、海峡大厦、外环路、资阳中学、湿
地公园等许多公共区域泥沙、污泥污
染，清除老城区阴沟淤泥等。“污泥最厚

达几十厘米，清除难度很大，有时清除
一处要连续作业几天。”该负责人说。

城管执法：
雨中拆违不懈怠

“除坚持常规市容秩序管理外，我
们也要有力推进拆违工作。”市城管行
政执法局综合执法支队有关负责人说，
今年是拆违攻坚年，10月底前要基本完
成地面拆违任务，不能懈怠。

6 月下旬连日下雨，但为按时间进
度完成拆违任务，资阳城管冒雨拆除了
桥亭子小区、鸿丰社区、区供销社家属

区违法建筑；7月24日中午，加班拆除九
曲御景楼顶违规设置的布幅广告……
各城管执法大队按照计划开展拆违攻
坚战不懈怠，今年6月和7月共拆违5万
余平方米，没有因为下雨延缓进度。

建设监察：
督促建设企业按规排污

下雨天，市城管行政执法局建设监
察支队坚持巡查，督促建筑企业运渣车
辆进行覆盖，驶出工地前把车轮冲洗干
净；要求工地污水不乱排，督促其建立
三级沉淀池，将污水排入污水管道。

娇子大道某施工企业将泥浆排入
雨水管道，执法人员给予8万元的处罚，
并督促其整改。该企业现已建立三级
沉淀池，将污水排入指定的水井里，并
办理排水许可证。

滨河路某建筑企业将地表水排入
雨水井里，执法人员对该企业有关负责
人进行宣传教育，责令整改。目前，该
企业已建三级沉淀池，委托环境监测公
司进行环评，办理了排水许可证，解决
了地表水乱排的问题。

此外，建设监察支队还对几个污
染严重的企业进行了约谈，要求他们
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进行湿化作业，

防止土石方开挖尘土飞扬，造成空气
质量下降。

数字化城管：
街面巡查与视频监控结合

7月 26日，市城管行政执法局数字
化城管中心的城市管理问题信息采集
员张翠清，在巡查时发现商业街树枝折
断倒伏地面阻碍了交通，立即拍照将问
题上传中心。当天，问题就被市园林处
解决。

城市管理问题信息采集员街上巡
查、发现问题、手机拍照、上传数字化城
管中心信息平台、中心传到相关部门处
理、部门处理恢复后采集员再核实……
这是数字化城管街面巡查与视频监控
结合的管理模式。对下雨易积水地方
重点巡查，特别是紧紧盯住南骏大道铁
路桥、海峡大厦路段等易积水的地方，
发现积水立即上传信息；对存在隐患的
点位进行重点视频监控，如垃圾处理场
等；对重要的十字路口、交通干道、路面
易严重积水造成交通堵塞的地方等进
行视频监控，及时发现并通知相关部门
及时处理。

家住娇子大道二段荣德大厦的张
先生说：“城管雨中坚守，维护秩序，确
保整洁，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正是
有你们的付出，我们的城市才如此整洁
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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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阳城管：城市容颜的守护者

《资阳市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办
法》明确规定：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
区内，使用窝料诱饵进行垂钓活动
的，由饮用水水源相关管理部门劝
阻、制止违法行为；拒不接受劝阻、制
止仍然进行垂钓活动的，由市、县

（区）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处

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对于不听劝阻的钓鱼者，巡逻队

只能找市生态环境局申援，但等到环
保执法人员到来时，钓鱼者已经离
开，只能作罢。

对此，老鹰水库管理所负责人表
示，保护水源需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联合公安、环保等相关部门，开展饮
用水水源保护联合行动，严厉打击破
坏饮用水源安全的违法行为，整治水
源地垂钓等违法活动。同时他呼吁
广大群众，不要在饮用水保护区范围
内违法垂钓，共同保护好我们的“大
水缸”。

老老鹰水库非法垂钓猖獗鹰水库非法垂钓猖獗
管理管理部门部门：：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建立长效监管机制，，严厉打击违法行为严厉打击违法行为

8月5日，记者来到老鹰水库管理
所，在管理所工作人员邱其林的带领
下坐上巡逻船。在老鹰水库一级水源
保护区内，记者发现每隔几十米就有
围栏被破坏，岸上茂盛的植被被钓鱼
者踩出一条小道，钓鱼者留下的生活
垃圾散落在周围。记者沿一处缺口的
围栏爬上岸，往前走了十几米，看到一

个塑料口袋里装了四、五条被钓上来
的鱼，却不见钓鱼人身影。

“目前每天约有80人来老鹰水库
非法垂钓，他们常和我们‘打游击战
’。”邱其林气愤地说，来钓鱼的人建
了一个微信群，只要巡逻队一出船，
立马就有人在群里发信息通知其他
人躲进树林，等巡逻船一走，他们就

出来了。
据工作人员介绍，库鱼有利于

保持水库生态平衡，提高水体的自
净能力。非法垂钓不仅会污染水
源，破坏水库生态平衡，且雨水容易
将钓鱼者留下的生活垃圾冲入库
区，对水造成污染，影响广大居民生
活用水质量。

为了保护水库不受污染，水库管
理所成立了巡逻组，分成两组24小时
轮流值班，采取视频巡逻、水陆巡逻
双管齐下的方法。

在管理所监控室里，工作人员李
登祥坐在监控屏幕前，不停切换着屏
幕查看是否有钓鱼者出现。

“我们的监控设备昨天刚被钓鱼
者破坏了，22个监控点现在只剩下4个

能用。”李登祥说，日常巡逻安排是两辆
巡逻船共巡逻八趟。若在监控中发现
有人钓鱼，巡逻队便会紧急出动。为了
不被发现，钓鱼者几乎到了监控设备一
修好立马就去破坏掉的疯狂程度。

更让巡逻队头痛的是：“我们没
有执法权，遇到钓鱼的群众只能是劝
离，而不少群众根本不听劝还对我们
进行辱骂。”邱其林告诉记者，就在一

个星期前的晚上，十几个人“组队”来
水库钓鱼，巡逻队员劝说了差不多整
个晚上，可垂钓者丝毫不为所动继续
钓鱼，有人还朝巡逻人员扔石头。

令人寒心的是，这种情况并不是
偶尔发生。在 2 个月内，出现了 4 起
钓鱼者殴打巡逻人员的事件，一位巡
逻队员被打裂两根肋骨，目前还住在
医院里。

躲避监管
破坏监控设备还殴打巡逻人员

保护水源
管理所建议建立长效机制

非法垂钓
钓者建微信群和巡逻队“打游击”

□ 陈元根

今年夏天是一个开启
了雨天模式就难以关闭的
夏天，而且时不时地暴雨骤
下，给城市管理工作带来很
多麻烦。但无论雨下得多
大、风刮得多猛，有那么一
群人，始终坚定地守护者着
城市，他们就是城管人。

持续下雨的日子里，市
城管行政执法系统干部职
工冒雨奋战、坚守岗位、无
怨无悔，为我们城市的整洁
有序作出了重要贡献。

资阳智慧公交app“车来了”
进入调试阶段

世界川菜大会之“美资美味”——

桑果酿得“菊花鱼”

搜索“资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查看官方门户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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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卢凌嘉

老鹰水库是目前资阳城
区唯一的饮用水水源地。
2018年7月，为保障饮用水
水源安全，我市颁布了《资阳
市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办
法》，办法明确规定在资阳市
行政区域内所有饮用水水源
范围内禁止垂钓、捕捞等一切
非法活动。

然而，记者近日从老鹰水
库管理所得知，非法垂钓行为
仍然猖獗，络绎不绝的垂钓者
与巡逻队“打游击”、破坏围栏
留下一地垃圾、不听劝阻甚至
辱骂殴打巡逻人员，这些情形
几乎每天都在老鹰水库上演，
令管理方头痛不已，也给生态
环境造成了恶劣影响。

拆除破损的广告。

清除人行道泥沙。

管理所视频监控库区。

垂钓者留下的生活垃圾。

管理所工作人员打捞水面垃圾。

桑葚菊花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