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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3 日，由省体育局
主办，四川体育职业学院网
球运动管理中心、市教体局
承办的“中国体育彩票杯”
2020 年四川省青少年网球
锦标赛在我市拉开序幕。
来自全省17个市（州）260余
名选手参赛。

贺紫涵 李虹蓓 摄影报道

□ 罗亦

“帮一个孩子走出最关键的一步，就
是帮了她一生。”乐至县审计局职工吕锡
东、徐桂华夫妇用爱心为“孤女”重建一个
温暖的家，赢得大家的赞誉。这个相亲相
爱、向上向善、和睦和谐、充满大爱的家
庭，先后获得资阳市文明家庭和乐至县文
明家庭称号。

2012 年，乐至县龙门镇石朝门村 8

岁女孩徐媛父亲病亡，母亲离家出走多
年下落不明，留下徐媛和 70 岁瘫痪在床
的奶奶还有年仅 4 岁的妹妹（妹妹已由
爱心人士收养）。这变故让徐媛不知所
措。

小徐媛生活上无人照料，学习无人辅
导，吕锡东夫妇得知情况后十分着急，决
定把小徐媛接到家抚养，为她再建一个充
满爱的“家”。

吕锡东、徐桂华省吃俭用，对徐媛视

如己出，为她买衣服和学习用品，每天为
她辅导功课，培养她良好的学习习惯。

在这个温暖的家庭里，在吕锡东夫妇
悉心照顾和疼爱下，小徐媛渐渐忘记了昔
日的痛苦和不幸，完全融入了这个家，她
不再是一个没人疼没人爱的“孤女”，她有
爱自己的“吕爸爸”和“徐妈妈”。

在家里，小徐媛非常尊重和孝敬吕锡
东、徐桂华。每逢节日、生日，她用自己的
零花钱给养父母买礼物，表达感恩。平

时，她用自己的行动来回报这份大爱，在
学校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努力学习、积极
向上，先后从学校捧回了“成绩优异奖”

“优秀学生干部”“文明之星”等获奖证书，
这让吕锡东夫妇十分骄傲。

“幸福就如此简单！”吕锡东夫妇说，
他们会一直陪伴徐媛成长，为她保驾护
航，用自己的爱去浇灌这朵历经磨难的

“花”，并见证和分享她成长路上所有的开
心和泪水。

本报讯 在乐至县劳动镇，有这样一家人，他们爱国守法、爱
岗敬业、尊老爱幼、热心公益，用实际行动诠释“文明家庭”“书香
家庭”的丰富内涵。

这家男主人叫黄勇，76岁，是劳动镇初级中学的一名退休教
师，妻子陈德义是劳动镇社区居民，夫妻俩共生育了 4 个子女。
黄勇有 34年从教经历，拥有扎实的业务水平和较高的道德标准，
被选为劳动镇关工委常务副主任。他利用劳动镇图书室，组织留
守儿童每周五下午开展读课外书活动，辅导孩子作业，培养孩子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黄勇虽然年事已高，但依然无私奉献、乐此不疲。在劳动镇
党委政府的支持下，他创办了老年协会，团结带领老年人开展各
类活动，让老人老有所依、老有所乐。他大胆改革、整合资源，创
办了劳动镇老年大学。目前，学校活动场地 120平方米，有教师 4
人、学员 121人。与此同时，带领镇老年体育协会获得“四川省先
进乡镇老年人体育协会”称号。

黄勇热心公益事业，牵头组建志愿服务队，积极倡导“学雷
锋”活动，自觉捡垃圾、除小广告，劝导大家遵纪守法、文明经商
等。在他的影响下，妻子和儿子也主动加入志愿服务队，积极参
与巡逻和劝导活动。

黄勇以身体力行践行老有所为，被资阳市老龄委授予“最美
老有所为老人”荣誉。黄勇一家还获得了资阳市第二届“文明家
庭”、“书香家庭”荣誉称号。

本报讯（记者 郭春荣）近日，记者从乐至县残疾人创业者协会
了解到，日前，该县 8名残障人士参加了 2020 中国线上全民徒步
大赛（陈毅故里·乐至首站）暨 2020资阳市“全民健身日”活动的 6
公里千人徒步活动。活动中，他们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挥洒着汗
水，成为赛程中最瞩目耀眼的“星”。他们顽强的体育精神，让现
场观众纷纷点赞。

“残疾人由于肢体残疾，运动得少。我们提倡运动有利于恢
复。”乐至县残疾人创业者协会会长杨云泽告诉记者，参与活动对
他们而言虽然更累，但是他们很愿意参与。通过参加此次全民健
身徒步大赛，展现了他们顽强自信、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实现了
他们渴望融入社会的心愿。

公益广告公益广告

本报讯（记者刘佳雨）受沱江上游持续暴雨影响，8月13日12时
35分，沱江第二轮洪峰到达资阳城区，实测洪峰流量 6250立方米/
秒，洪峰水位353.43米（距警戒水位0.57米，距保证水位1.97米）。

为应对洪峰，雁江积极做好水位巡查和低洼地带群众转移等
工作，特别留意最薄弱点位江南半岛、九曲河沿岸及西门市场低
洼地的倒灌。

12时许，记者在西门市场外看见，河水水位已接近市场厕所
排水口。市场内部，商家已搬离或将货物垫高，资溪街道办事处
和西门桥社区工作人员以及市场管理人员正维持现场秩序，帮助
商家搬运货物。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在洪峰来临之前，已通知
市场内 300余户商家近 500余人转移。

13时 21分，在江南半岛外，社区工作人员及特巡警提醒群众
不要越过警戒线围观。江南半岛大部分商家已停业，一部分商家
还在整理货物。据现场群众介绍，当天的水位相比第一次洪峰过
境有明显上升。“我们早晨 6点就开始工作，撤离商家 15户，还有
18 户商家正在撤离。”资溪街道铜车马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林介
绍，从 12日晚上开始，社区工作人员就投入到维持秩序、劝离商家
和转移小区周边车辆的工作中。

据了解，洪峰过境时淹没雁江区沿江 12个乡镇（街道办）临河
低洼地带，保和东安集镇、南津驿集镇、丰裕王二溪集镇、伍隍铜
钟河集镇进水，资资路南津镇出场口段公路被淹，城区九曲花园
地下停车场发生河水倒灌。资阳城区段最薄弱点位江南半岛未
进水（差 0.9米），九曲河沿岸西门市场未倒灌。雁江区提前转移
安置 1064人，转移车辆 122辆，此次洪峰平稳过境，未出现险情及
人员伤亡。

沱江第二波洪峰
平稳过境资阳

乐至残障人士参与千人徒步
展示乐观顽强的体育精神

为“孤女”重建温暖的家

全家动员齐上阵 尊老爱幼热心公益

乐至这家人获好评

乐至警方破获一起诈骗案

本报讯 近日，乐至警方成功破获一起诈骗案。犯罪嫌疑人
赵某以交友为名，骗取婚礼礼金，致使多人上当受骗，涉案价值 3
万余元。

接到受害人报警后，乐至警方立即展开调查，很快掌握相关
证据，在乐至城区一民房内将涉嫌诈骗的赵某抓获。赵某说，自
己以微信添加好友的方式、通过图片展示自己的经济条件、获取
对方信任的方式，通过编造各种理由骗取钱财 3万余元。

目前，赵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筷是种“不得不
为之”，那么疫情之后，公筷凭借什么立足
于餐桌之上？

答案就是文明。
今年以来，市文明办已印发公筷宣传

资料 6 万余份。为让公筷更深入人心，市
文明办还将整合多方资源力量针对公筷推
出形式多样的宣传方式，持续提升市民整
体文明素质，让文明不断为推动餐桌礼仪
注入强大动力。

“仍需强调主动意识。”市文明办创建

指导科副科长杨西说：“很多人已经明白，
公筷是为了自身和他人的健康，但要持之
以恒使用公筷，需要更强烈的意愿。”

其实，近几年来，创文工作助推公筷推
行的效果有目共睹。

虽然餐桌上善意的公筷有时不被理
解，但随着市民文明卫生意识的提高，越
来越多人在努力让公筷登上餐桌“物尽
其用”。

“家里老人不太接受公筷，但我会鼓励
儿子使用，从小培养文明意识。”申女士说。

雁江区小樱桃幼儿园张园长把公筷使
用通过游戏结合进幼儿教育中，希望孩子
们把公筷意识带回家。“让娃娃反过来教育
家长，有时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我们幼儿
园娃娃家里使用公筷的每年都在增加。”张
园长觉得努力没有白费。

“我们会坚持把公筷摆放在餐桌上显
眼的位置，主动引导客人使用公筷。”御珍
园中餐厅大堂经理曾女士说。

移风易俗虽不易，但文明会让越来越
多市民主动拿起公筷。

@资阳人，你在用公筷吗
——我市公筷使用情况调查

□ 本报记者 郭菁

公筷公勺在我市推行时间已不
短。在全国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
生活方式中，公筷公勺作为创建省
级文明城市的一个关注点早在数年
前就被反复提及。

为推行公筷公勺，我市相关部
门结合实际，张贴公益海报、进小
区、入户宣传、开居民院坝会等，让
公筷成为资阳人熟知的餐桌礼仪，
在全市各餐厅酒店推行公筷制，加
速把公筷摆上了餐桌。

特别疫情的发生让公筷从“需
要”变成了“须要”。

3月2日，市文明办、市商务局、
市卫健委、市市场监管局、市城管行
政执法局、市餐饮协会联合发布《资
阳市“文明餐食行动”倡议书》，要求
餐饮服务单位严格落实《餐饮服务
食品安全操作规范》规定：为共用菜
品配备公筷公勺，倡导市民就餐使
用公筷公勺。3 月 24 日，我市发布

《关于加快我市餐饮业全面恢复正
常营业的通知》，要求餐饮经营单位
在确保食品安全的情况下，倡导文
明用餐方式，大力推广公筷制、双筷
制，提倡分餐制，培育健康用餐新风
尚。8 月 3 日，我市餐饮行业协会印
发《资阳市餐饮业文明就餐公筷公
勺使用规范》，要求餐饮服务单位应
100%配备并提供公筷公勺，并主动
引导顾客使用公筷公勺、养成健康
文明用餐习惯。

宣传持续不断，如今公筷使用情况如
何？近日，记者走访主城区进行了了解。

8月 12日，金迪大酒店、御珍园中餐厅
和佳香坊中餐厅等餐厅为食客准备餐具
时，每副碗筷旁都放了一双公筷。

记者看到，有的食客并未使用公筷，有
的食客因“两双筷子切换”而乱了节奏，有

的食客为了克服“不习惯”先用公筷把食物
放在碗里再慢慢品尝。

记者从餐厅管理者口中得知，虽然现
在使用公筷的客人不算多，但使用者正在
逐一增加。记者还看到，有的食客在公筷
使用者的带动下，也开始尝试使用公筷。

学校、单位食堂则不拘泥于形式，用餐

盘就餐代替公筷，建立“一人一盘一筷”用
餐制度，更加卫生的就餐方式获得了不少
肯定，甚至被一些家庭餐桌和餐厅效仿。

九曲河文化广场附近一自助餐就是
“一人一盘一筷”的践行者，以多格子餐盘
取代了原来的菜碗，不仅避免了“口水菜”，
还减少了食物浪费情况。

公 筷 推 行 困 难 背 后 折 射 着 观 念 问
题。

资阳建市 20年，经济社会发生翻天覆
地的变化。但是一种生活习惯的改变却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以前没有多少人认识到
使用公筷的重要性，直到今年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在政府倡导下，公勺公筷才进一步
引起寻常百姓重视。

在一些食客看来，使用公筷不仅需要
改变习惯，影响品尝美味，甚至要面临同桌
人“不亲近”的质疑。

“家里大多数人都知道使用公筷是为
了健康，但老辈子并不太理解细菌传染的
道理，反而觉得公筷是因为嫌弃他，所以全
家人都不会在老人面前使用公筷。”雁江区
石梯村村民申女士如是说。

“我觉得用公筷是好，但是使用起来太
累，所以我自己不怎么用，但是别人用，我
也不介意，并且我会给他点赞。”餐厅一位
食客这样认为。

公筷让吃饭复杂化，所以一些人放下
了公筷。公筷又代表着卫生和文明，一些

人仍坚持使用公筷。
“公筷是文明行为，还是餐桌礼仪，就

应该坚持。”有人说。
“不想吃人家的口水菜，我都不愿意和

不用公筷的人一起吃饭。”有人更严苛。
对于一些相对大型餐厅而言，他们很

多表示愿意引导客人使用公筷。“增加一双
筷子，从餐桌到后厨都不需要增加多少人
工和开支，而且一方面既响应了政府号召，
一方面又提升餐厅文明形象，明显利大于
弊。”一餐厅负责人说。

使用公筷公勺渐增现象

喜看喜看创文创文之之变变
？

改变习惯不易原因

提升文明意识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