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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江区妇幼保健院将成立评审小组，小组成员主要为
医院院长、业务副院长、政工副院长，结合各部门、科室
负责人，针对所有投稿的宣传口号，本着公平、公正的
原则逐一评审筛选。

本报讯（记者 黄智微）4月 16日，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获悉，
为确保出租车计程、计价准确，维护出租车营运者和广大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我市计量监督检定测试所自 4月 14日开始，对雁城
438辆营运出租车的计价器进行免费周期检定测试。

据悉，此次检定期间，市市场监管局每天分批安排调度一定
数量的出租车进行“体检”，对其计价器以整车检定测试的方式进
行免费检定测试，确保检定工作不拥挤、不断档。同时，严格按照

《计量法》《出租车计价器检定规程》，对每一台出租车计价器计
时、计程、计价等项目进行检定调试。

“对经检定合格的出租车计价器加装铅封，粘贴合格标志，对
超过有效检定期和不合格的计价器认真进行校验、调整、更换。”
市计量监督检定测试所相关负责人说，雁城 438辆出租车计价器
测试将在本月 24日前完成。此外，还将对车辆信息、检测数据建
立数字档案，确保出租车计价器受检率与合格率达到 100%。

自小爱文学
20余年笔耕不辍

3 月 27 日中午，左海燕正忙着送邮政
快递。

“我从初中就开始写作了，我的散文和
诗歌都与现实生活有关。”左海燕告诉记
者，自己从小就热爱文学，小学时写的作文
常常得到老师表扬，初中时文章也常常被
校刊采用。

高中还未毕业，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
左海燕辍学外出打工。但她并没有停下写
作的脚步，厂刊便成了她展现自己的舞

台。后来，她回到家乡结婚生子，办豆腐作
坊、开农村淘宝店、送快递……工作虽然繁
忙，但左海燕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写作梦。

“现在回想起来，很遗憾读书太少，希
望自己能在文学方面得到更多的指点，提
高写作水平。”生活是艰难的，左海燕不仅
要照顾孩子，还要忙工作。想要定时写
作，是不现实的。所以，一有灵感，她就掏
出手机，将自己闪现在脑海中的灵感记录
下来。

“有时候没有时间，就只有凌晨一两
点或者早上四五点起来写。”为了得到更好
的提升，她常常将自己的作品上传到网站
或论坛，和网友们互相交流学习。终于，她

经人推荐被安岳县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
有了更好的学习机会。如今，只要有时间，
她便和作协的老师交流，并积极参加县作
家协会的写作培训。

采撷于生活
用文学记录身边事

“有时候看看外面的山，在田间地头走
一走，灵感就来了，创作也不能脱离生活。”
左海燕告诉记者，她笔下的人物形象，多是
在基层打拼的普通人，都是源自乡土以及
一些让人忽略的角落。

“妈妈经常写东西，已经写了很久了，

我们都会看。”在女儿刘语嫣的记忆里，妈
妈很早就开始写作了。虽然儿女对写作并
不热衷，让左海燕有些遗憾，但这并不影响
她继续自己的文学创作。左海燕希望，将
来孩子们可以通过她的文章来了解身边的
过往。

过去，左海燕曾成功劝说过不少想要
弃学的孩子打消念头。留守儿童、乡村老
人的故事，一直是她关注的重点。

“我已经走遍了石羊镇，很多建筑背后
的故事非常有意思。”生活之余，左海燕喜
欢用散文与诗歌叙述身边古塔、寺庙的故
事。未来，她还希望走遍全安岳，挖掘更多
更丰富的文学创作题材。

本报讯（记者 郭春荣）游客中心正在加紧建设中、停车场建
设进入平场阶段，百花滩花海正在修饰中……4月 15日，记者在
雁江区花溪河风景区了解到，今年“五一”，花溪河风景区百花滩
将开园迎客，目前园区正在加紧进行最后的完善性建设。

据了解，花溪河风景区位于雁江区保和镇黄谷村境内，因花
溪河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秀丽的自然景观。景区内流水淙淙、
古木参天、怪石嶙峋，自然、人文景点颇多，已成为周边游客的好
去处。近年来，雁江区着力对花溪河风景区进行开发打造，目前
已初见成果。“五一”期间，400余亩百花滩区域将率先开放，因地
制宜打造的花海将绚丽呈现在游客眼前。景区内其它景点也将
在以后的运营中逐步打造完成。

“景区配套有 3个码头、1个古渡、3个停车场。”项目建设现场
负责人表示，“五一”期间游客可坐游船、赏花景。期间，景区将举
行骑游、扶贫商品展示等体验参与类活动，让游客乘兴而来尽兴
而归。

这家医院征集宣传口号这家医院征集宣传口号
最高奖励最高奖励20002000元元！！

农家女的文学梦

将生活中的闪光点酝酿成诗
□ 朱国强 本报记者 刘佳雨

个子不高，身材微胖，穿着朴实，这是左海燕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左海燕是安岳石羊镇的一名普通
农村妇女，虽然生活很艰苦，但她一直坚持着自己的文学梦，用朴实又饱含深情的文字书写着家乡的美
好，将生活中的闪光点酝酿成诗。

“如果你要去远方采集春光，如果你看见桃花盛开的山岗，炊烟飘在桃花上……”诗歌《听说你要去远
方》，没有华丽的辞藻，但细腻的文字却让人仿佛置身绚丽的春景之中。左海燕扎根于乡土，先后创作有

《楠木》《炊烟》《自由方向》《背景音乐》《听说你要去远方》等诗歌和散文作品60余篇，在《四川旅游》《资阳
日报》《普州文学》等省、市、县刊物发表作品20余篇。

□□ 李小凤李小凤

资阳市暨雁江区妇幼保健院始资阳市暨雁江区妇幼保健院始
建于建于19511951年年，，该院将于今年年中搬该院将于今年年中搬
迁至城东新区新院区迁至城东新区新院区（（雷音大道雷音大道），），
届时将以崭新的形象继续为广大妇届时将以崭新的形象继续为广大妇
幼提供更专业幼提供更专业、、更优质的保健服更优质的保健服
务务。。为了更好地彰显妇幼医院特为了更好地彰显妇幼医院特
色色，，进一步提升知名度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知名度和影响力，，医医
院自院自44月月2020日至日至55月月2020日面向全社日面向全社
会开展医院宣传语有奖征集活动会开展医院宣传语有奖征集活动。。

征集时间：2020年 4月 20日—5月 20日
评选时间：2020年 5月 21日—6月 10日

征集
要求

●内容积极向上，语言文雅通俗、朗朗上口，便于记
忆和传诵，注意避免政治言论引起歧义，杜绝不健康
语言，严禁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简洁明快，富有感染力和号召力，宣传口号围绕

“呵护妇女儿童健康”主题展开。
●立意鲜明，准确把握医院性质及特色，让人易联想
到医院特色、形象、服务等内容。
●建议不超过 12个字，可附上推荐理由。
●能反映妇幼健康的重要性，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投稿
方式

编辑“宣传口号+投稿人姓名+投稿人电话”
发送至邮箱 757564065@qq.com。

评选
方式

奖励
方式

入围奖三名，每人奖励 500元现金。
最终采纳奖一名，奖励 2000元现金。
凡孕妇投稿均可获得一次促产门诊免费咨询+一次
免费胎心监护。

计划停电信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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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停电时间：2020年4月27日8：30-18：30。
停电线路：10kV东明线全线。
停电原因：检修：#1-#93杆及分支线年

度登检、通道清理及消缺。
停电范围：雁江区东峰镇东峰村、东峰

场镇、大明场镇、骑龙村、高家村、枝子村、铜
钱、金盆村、店子村、九龙村、打铁村、大田
村、徐家村、杜家村、双龙村、九柏村等用户
停电。

（二）
停电时间：2020年4月28日8:30-18：30。
停电线路：10kV大峰线全线。
停电原因：线路登检消缺及通道清理：1.

大峰线#1-#2 杆及雨台支线#1-#20 杆、新
观支线#1-#34 杆年度登检、通道清理及消
缺；2.大峰线#1-#27 杆及支线年度登检、通
道清理及消缺。

停电范围：雁江区东峰镇大田村、东峰

村、高石村、双堰村、白景村、高板村、金龙
村、新观村、罗盘村等用户停电；雁江小院镇
雨台村等用户停电。

（三）
停电时间：2020年4月23日7：30-19：00。
停电线路：10kV东小线 38#杆#1开关后

段线路。
停电原因：东峰站：10kV 东小线_10kV

东小线 38#杆#1开关后段线路春季检修、砍
青排障、零克更换等。

停电范围：雁江区小院镇白象村、等用
户停电；雁江区堪嘉镇胡石桥村、申家堰村、
凤凰村、弥陀村、石笋村、胡家坝村、五福村、
中牛村等用户停电。

备注：遇雨停电时间顺延，特殊情况将
延长停电时间。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资阳市雁江供电分公司

2020年4月17日

（一）
变更原因:政府重要会议保电。
停电时间：2020年 4月 26日 7：00-19：30。
停电线路：10kV保紫线全线。
停电原因：核对 10kV保紫线真空开关定值，更换部份隔离开关，跌

落保险，清扫悬瓶，清理通道等。
停电范围：雁江区保和镇友爱村、文秀村、四方碑村、明星村、文龙

村、永万村、晏家坝村、富家山村、代家村、金星村等用户停电。
（二）

变更原因:政府重要会议保电
停电时间：2020年 4月 22日 7：00-19：00。
停电线路：10kV东小线 8#杆#1开关后段（全线台变停电）。
停电原因：东峰站 10kV 东小线_1.10kV 东小线春季检修、砍青排

障、零克更换等。2.核定柱上开关及用户侧开关定值。
停电范围：雁江区小院镇天古村、白象村、大评村、农田村、凉水村、柏

林村、抱房村、梧桐村、方广村、小院场镇等用户停电；堪嘉镇胡石桥村、申家
堰村、凤凰村、弥陀村、石笋村、胡家坝村、五福村、中牛村等用户停电。

备注：遇雨停电时间顺延，特殊情况将延长停电时间。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资阳市雁江供电分公司

2020年4月17日

变更停电信息公告

本报讯（记者 徐嘉欣）4 月 17 日，市民打进本报新闻热线
26656119反映，城东新区半山风情小区二期建渣堆放太多却无
人管，希望能尽早处理，还居民干净舒适的环境。

17日下午，记者来到半山风情小区二期。走进小区大门时，
看见电子宣传栏滚动播放着创卫宣传语和业主文明公约，然而，
进门右手方就堆放着一堆建筑垃圾，垃圾占据了一排停车位，其
中还混杂着生活垃圾，苍蝇蚊虫到处飞。对此，居民多有怨声。

“可能有 20多天了。”小区居民兰大爷说，装修垃圾都是社区统一
拖走的，因为垃圾清运不及时，经常挡住过道，大家进出很不方
便。有的居民图方便将生活垃圾也倒在这里，天一热就发出阵阵
臭味，临近的住户十分恼火。

采访中，还有居民指出，小区内的垃圾箱不能满足大家的生
活需求。“小区共 26 栋居民楼，只安了 4 个垃圾箱。”居民张婆婆
说，垃圾桶周围经常堆满了垃圾，“天一热整个小区臭得很！”

建筑垃圾究竟多久清运一次？垃圾桶的问题能否解决？记
者电话采访了半山社区党总支书记吴家鹏，他说正常情况下是每
周清运一次，从去年 8 月开始，居民陆续装修入住，随着垃圾减
少，建渣临时堆放点从 11个减少到了 4个，清运频率相对减小了，
加上疫情期间废土场未开放，建渣清运工作在 3 月份才恢复正
常。吴家鹏表示，将尽快处理现在堆放着的建渣，也希望居民不
要把生活垃圾丢进建渣堆。对于居民反映的垃圾箱不足的问题，
吴家鹏说：“施工方告知未到货，所以暂时只安装了 4个，将催促
尽快安装完毕。”

小区建渣堆放无人管
社区：尽快处理 将增设垃圾箱

雁城438辆出租车计价器
迎“体检”

乘游船 赏花景
雁江花溪河风景区百花滩“五一”开园迎客

12315
资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Ziyang Administration for Market Regulation

举报电话：资阳市：110、028-26559336
雁江区：028-26925829 高新区：028-2609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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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发挥你的才华，
替医院想出一句响亮
的宣传语。

让更多的人知道
这家妇幼保健院！

咨询
电话

028-26222079
27199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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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海燕正在送快递。

（广告）

遍地的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