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2月3日 星期二 编辑李荣 版式李佳峻新闻热线 028-26656119
05 身边

资阳网 www.zyrb.com.cn 官方微博 新浪@资阳日报 广告热线 028—26655858

“为何在同一栋楼安装 9 个基
站？”“辐射究竟多大？”带着居民的疑
问，记者与资阳铁塔公司相关负责人
取得联系。

看过记者拍摄的现场照片后，该
负责人表示，群众对新雁南小区的基
站有误解。该基站建于 2014年以前，
由运营商自行修建，随着系统的更新，
尤其是 3G、4G时代的交替，为满足用
户需求量，增加了相关设备，但实际上
该小区楼上只建了一个基站。被误认
为基站的 9 个白色物体，其外面一层
是美化外罩，内部是天线，负责发射无

线信号。而另外一侧的 3 个是机柜，
里面是传输控制设备和电源系统。关
于基站的辐射问题，该负责人解释，这
些设备在制造和出厂时，都对相应的
发射功率进行了控制，从设备层面来
说不会存在辐射超标的问题，全部是
在国家控制的标准以内。

考虑到居民担忧辐射问题，他目
前已与资阳市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取
得联系，委托其于近日携带专业设
备到小区现场测试辐射数值，并将
邀请居民一起参加，以便消除大家
的顾虑。

楼顶“9个基站”居民忧心辐射强
铁塔公司：基站仅一个 辐射未超标

□ 本报记者 刘梦娜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
发展，人们对网络的依赖程度
越来越高，通信基站的建设需
求随之增大。与此同时，因基
站建设引发的争议也时有出
现。近日，雁江区雁南社区新
雁南小区的居民就向记者表
示，他们十分担忧楼顶的数个
基站存在辐射问题。

日前，记者到新雁南小区
就居民反映的情况进行了实
地走访。

“记者同志，你看嘛，这就是那9个基站，
密密麻麻的，真的太多了。”11月 29日上午，
记者在小区居民的带领下来到5单元右侧的
楼顶，看到了居民所说的“9个基站”：9个排
列整齐的白色立状物，其中 6个为圆柱状，3
个为长方体。

在楼顶的另一侧，有 3 个较大的白色机
柜，发出阵阵嗡鸣声。由于其中一个印有三
大通信运营商之一的标志，因此居民猜测这
3台机器分属三家公司。

一位居民称，每次通信公司来安装基站
时小区居民都不知情，偶尔上楼顶时才发现
又新增了基站。该居民反映，上个月她无意

中看到有工人向楼上运大柜子，她在询问工
人之后得知是在安装基站。随后她找其他居
民及门卫核实情况，却了解到大家都不知
情。由此，小区居民的质疑和不满越来越大。

住在 7 楼的李鑫称，他家与基站的直线
距离就4米左右。“如果只有一两个基站都还
好，但现在建了这么多，虽然听说基站辐射并
不强，但每次安基站都没有通知大家，也没有
专业人士说明基站辐射到底有没有危害。这
样做，我们肯定不满。”

“辐射对身体不好，我们大人还好，但娃
娃肯定受不了，希望能拆了。”居民刘菊花也
向记者表达自己的不满 。

居民
“9个基站”建在楼顶 担忧辐射大

官方
一个基站多个天线 辐射在安全范围内

各有关单位、社会各界爱心企业、组织、人士：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青少年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

同责任。党中央高度重视关心下一代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对关心
下一代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省委省政府领导多次对关心下一代工
作作出批示，市委市政府大力关心支持关心下一代工作。近年
来，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关于“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
智”的指示精神，市关工委坚持“急党政所急、想青少年所需、尽关
工委所能”的工作方针，突出“立德树人、关爱帮扶、固本强基”的
工作重点，在全市各级机关、学校、乡镇、社区及部分企业建立了
关心下一代组织，致力于服务青少年成长成才，为青少年健康成
长创造了条件，营造了氛围。

为了服务脱贫攻坚、助弱帮困工作，培育青少年儿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播散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今年，市关工委利用关心下一代基金会募资平台，结合资
阳青少年的需求在全市范围内针对性地实施“三个三项目工程”：
在 7 所学校实施的关爱厨房项目、11 所学校实施的关爱饮水项
目、46个扶贫村实施的童村同在项目工程均已投入使用；在全市
开展的与工匠对话、我讲你听、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三大主题活
动，教育引领了一批青少年；着力推进“暖冬行动”“慈微善助”“英
才培养计划”三大帮扶行动，服务于资阳青少年成长成才；2019
年，市关心下一代基金会又启动了“少年硅谷”创客教育公益项
目，在全市新建5个创客教室。通过近几年的规范管理、扎实工
作，基金会逐渐获得省民政厅、省关工委及有关市级部门的充分
肯定，受到广大爱心企业、青少年及家长的一致好评，特别是四川
电视台用时20分钟全程报道资阳基金会的项目运作，使本会的
社会知晓度、影响力和凝聚力显著提升。为了让需要帮助的青少
年得到更多的关怀和温暖，为了让正在成长的青少年生活得更
好、学习得更好、成长得更好，需要社会各界予以扶持和帮助，市
关心下一代基金会特倡议社会各界爱心企业、爱心组织、爱心人
士，以实际行动支持资阳市关心下一代基金会实施关爱项目，开
展关爱主题活动，为我市贫困地区困境儿童奉献一片爱心。

我们坚信：有你们的诚挚关怀和倾情相助，资阳市关心下一
代事业会越来越好，一定能为资阳青少年健康成长撑起一片绿
荫，为关心下一代事业增添一股活力，为推动资阳高质量发展，建
设成渝门户枢纽、临空新兴城市贡献一份力量！

资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2019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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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卢凌嘉

11 月 29 日下午，市民刘先生拨打本报新闻热线26656119
称，雁城好梦家园小区自早上 9点停水后就一直未恢复供水，小
区居民十分担忧会遭遇长期断水。就此，记者在第一时间前往该
小区了解情况。

小区停水生活不便

29日下午 4点半，记者来到好梦家园小区，在门卫室看到了
一份落款为资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的停水通知。通知显示，由于
该小区欠水费，暂时停止对小区供水，待缴清欠费、恢复供水工时
费等费用后方可恢复供水。

“煮饭要去外面提水，我家住 6楼，咋个提得动嘛。”“家里有
老有小，都需要用水，停了水真的不方便。”突如其来的停水让小
区居民苦不堪言。无奈之下，大家只能到外面或小区门卫室接水
应急。

下午5点，几十位居民聚集在小区门卫室外排队接水。80多
岁的马婆婆忍不住向记者倾吐：“把水提回去要累得腰杆都直不
起来了！”

物业撤场无人接手

据了解，好梦家园小区并未进行一户一表改造，水费一直是
交给物业，物业再统一交给自来水公司。“由于小区供水管网老化
漏水，加上少部分住户不交水费，导致小区欠费停水。”业委会成
员潘先生告知记者此次欠费停水的原因。

随后，记者拨打了小区物业公司的电话，“我们 21号已经撤
出服务了，由于社区跟我们协商说暂时没有找到新的物业，我们
就答应多待几天，但将在明天(30号)正式撤出。”物业工作人员表
示，物业收到的水费已经全部交给了自来水公司，撤出通知也已
发出，小区欠水费及停水的事情他们不会再管。而目前，由于该
小区欠下高额水费，暂没有新物业公司愿意接手管理。

管网老化户表待改

“由于小区已经有 12年左右的历史了，供水管网老化，跑冒
滴漏现象严重，至今欠下自来水公司30多万费用。”当日下午，记
者联系到小区所属的花果山社区。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好梦家园
小区没有维修基金，维修小区内部管道的费用又较高。鉴于这些
情况，街道办、社区及物业相关人员一直积极劝小区业主改造户
表工作，实现一户一表，但部分业主认为改造水表费用太高，从而
拒绝改表，事情进展并不顺利。

下午5点半，在街道办、社区的协调下，小区暂时恢复供水。不
过，小区欠下的30余万元水费怎么解决？哪家物业公司又来接手
管理？老化的管网谁来维修？这些问题依旧摆在好梦家园小区居
民面前。针对这些情况，花果山社区回应称，正在积极解决中。

12月2日下午，记者了解到，该小区物业已撤走，且暂无新的
物业公司入住。事情进展本报将持续关注。

供水管网老化漏水小区欠水费30余万

好梦家园小区
居民“用水梦”难圆

资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关于开展公益慈善活动募集善款的倡议书

□ 本报记者 卢凌嘉

“看到柑橘卖出去了，我心里的石头
也落地了。”11月 27日，雁江区雁江镇进
仕村贫困户王桂芳看着一袋袋黄澄澄的
柑橘被爱心人士装车运走，她紧锁的眉
头终于舒展开来。

今年 70岁的王桂芳，是村里建档立
卡的贫困户，8年前丈夫去世，女儿长年
在外打工，家中只剩下她一人。王桂芳
还患有糖尿病等多种慢性病，生活十分

困难。为脱贫，几年前在村干部的帮助
下，她学会了柑橘种植技术并种植了一
亩柑橘。如今，眼看橘果挂满枝头，王桂
芳却突发脑梗塞病倒了，家中橘园便无
人管理，成熟的柑橘更是无法售出。

10月底，王桂芳出院了。不过，她已
错过柑橘销售的最佳时期。看到一颗颗
果子挂在树上，王桂芳愁在脸上，急在心
里。加之此番患病后时常眩晕，王桂芳
不能再做重活，她对采摘、出售柑橘已无
能为力。

11 月 26 日，王桂芳的帮扶人雁江
区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黎冰在了解到
这一情况后，立即和进仕村第一书记
陈静及村支书刘秀英商量用以购代扶
的方式帮助王桂芳销售柑橘。随后，
黎冰将王桂芳的情况在资阳爱宠协会
微信群发布，微信群管理员段建岗立
马表示自己要买 20 斤，并在群里发起
号召。顿时群里展开了一场爱心接
力：“我要 10 斤、给我来个 20 斤、我要
30 斤……”很快，30 多位群友就订购了

500 多斤王桂芳的柑橘。
考虑到老人身体状况，段建岗和爱

宠协会的其他几位志愿者主动提出上门
采购。在王桂芳的果园里，大家从下午2
点一直忙到快6点钟，才将采摘的柑橘分
装好。

王桂芳以每斤 1元的价格共出售给
爱宠协会群友们 585斤柑橘。“真的太谢
谢了，柑橘卖了我也可以安心养病了。”
看到空了大半的柑橘园，王桂芳的脸上
绽放出笑容。

7年前申请捐献造血干细胞

刘玮是双流人，一名 29岁的园林景
观工程师。今年初，他随单位来到资阳，
参与了资阳临空经济区规划设计工作。
早在他大学毕业时，为了向社会传递爱
心，他向中华骨髓库提出了捐献造血干

细胞的申请，并承诺：“只要有患者需求，
在我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无偿捐献。”

时隔7年，让刘玮兑现承诺的时刻终
于到来——

今年 10月初，刘玮接到省红十字会
工作人员的电话，称有一名 1983年出生
的北京男子，因患白血病，急需造血干细
胞治疗。恰巧，刘玮的造血干细胞和患

者的高度匹配。

7年后兑现承诺救人

“太好了，我的捐献申请终于能实现
了！”接到电话后，刘玮立即应邀前往四
川大学华西医院进行体检。

为了让身体细胞活跃起来，从 11月

24日开始，刘玮需要每天去华西医院注
射细胞动员剂，每天一针。

28 日中午，刘玮骨髓里殷红的外周
血干细胞被抽了出来，由从北京专程赶
来的医生乘飞机迅速带回，将生的希望
带给远在北京的患者……

而刘玮也成为了四川造血干细胞第
225个捐献者，成都双流区第一人。

患者亲属致信答谢暖人心

医生告诉刘玮，他的造血干细胞计
数很好，对治疗患者的病情很有好处，这
让刘玮十分欣慰。

北京过来的医生，除了不断向刘玮
致谢以外，还给刘玮带来一份特殊的礼
物：一封来自患者妻子的感谢信。信中
写道：“感谢您的无私奉献救了我老公的
性命。恩人的大爱给了我们全家希望。
我代表 70 多岁的爹娘和两个 10 岁左右
的儿女，给恩人致谢……”

捐完造血干细胞的刘玮看到患者
家属的感谢信，很是动容。谈及献血
救人的感受，刘玮向记者吐露了心声：

“我花一周时间做好捐献准备，给的是
一个家庭的希望。7 年的等待，让爱心
有了落脚点。成功配型的几率很小，
今天能够捐外周血造血干细胞救人，
我非常开心！”

大爱无疆。爱，在捐受双方的血液
里交融、流淌，滋长出生的希望。

一个承诺 7年后兑现

他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

温暖！爱心人士抢购患病老人滞销柑橘

□ 本报记者 胡佳音

“刘玮同志，为了拯救患者的
生命，您于2019年11月28日捐献
了造血干细胞，您的这一善举使
患者获得了重生，特颁此证。”“您
是一位有大爱精神的年轻人，向
您致敬！”

11月28日上午，一个温馨而
感人的场面出现在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第一住院楼血液内科病房：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
理中心工作人员将一本捐献造血
干细胞荣誉证书和一束鲜花送到
一位年轻小伙的手中，并对他的
善举点赞。

这位小伙子名叫刘玮，资阳
市游泳协会会员，一位曾经工作
在资阳、热爱到沱江畅游的90后
年轻人。

刘玮填写捐献资料。

市民反映的屋顶“基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