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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城市添新绿
创森宣传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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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艺老师传授插花技巧。

社区居民观看创森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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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大力宣传展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
成就，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近
日，雁江区举办“百年光辉历程 全面建成
小康”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小学生讲故
事比赛（决赛）。

“百年风雨兼程，百年岁月如歌，少年
强则国强，我们都是社会主义接班人
……”决赛现场，小选手们声情并茂地讲
述着“党的故事”“小康故事”，展现出向上
向善的良好精神风貌，感染了在场听众。
台下的小听众们听得聚精会神、津津有
味，“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的坚定信念在
同学们心中生根发芽。

老君镇中心小学的张漫芝同学绘声
绘色地描述了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环
境更美丽了，生活更富裕了，出行更方便
了，连上了年纪的奶奶都学会用智能手机
发微信了。”她的精彩表现赢得了评委们
的一致认可，获得此次比赛（镇乡小学组）
一等奖。“在老师的指导和妈妈的鼓励下，
我站在了这里，以后我会积极参加这样的
活动，锻炼胆识开阔眼界。”捧着获奖证
书，张漫芝激动地说。

据悉，今年以来，雁江区以庆祝建党
100周年为主线，充分发挥各级文明校园
的示范引领作用，组织开展“清明徒步行
童心祭英魂”“少年学党史 祭扫敬英烈”
等系列主题活动，累计发动全区 10 余万
名青少年参与，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
还进一步激发了青少年爱党、爱祖国、爱
社会主义的热情，增强了青少年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 蹇明芳 王强

当前，正值春耕的关键时期，田间地头，一片忙碌，农业生产
如火如荼。群众忙生产的同时，一支护农春耕的监督力量也活跃
在安岳农资商店和田间地头，为春种春播精准护航。

“老乡，春耕还有啥困难吗？化肥、农药够用不？遇到困难有
没有人帮助解决？”派驻安岳县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组长谢绍
爵正在向农户详细了解情况。

“没有啥子困难，我已经备好了今年春耕需要的化肥种子了，
价格跟往年也差不多。”在云峰乡一家农资店，正在购买农资产品
的刘大娘回答道。

安岳县作为农业大县，全县农业产业面积大、农业人口多，为
保障农业生产物资价格稳定、促进农资商家提升服务品质，县
纪委监委瞄准农资供应源头一线、聚焦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管
职能，强力推动中央一号文件落地落实，助力农业生产高质量发
展。

连日来，安岳县纪委监委督促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等部门成
立专项监督检查组，下沉一线服务春耕生产，采取日常巡查、重点
督查、抽查检查的方式，对全县所有农资经营点进行了全覆盖监
督，同时针对各乡镇组织发动春耕情况开展专项督查，进一步压
紧压实各乡镇（街道）、各职能部门职责，全力保障全县春季农业
生产组织领导到位、所需物资供应到位、农资市场安全有序，确保
农业生产不误农时。

“我们对市场上销售的农药、种子、化肥质量进行检查，安岳
有农资经销点700余家，目前已巡查完成35%，完成肥料、农药、种
子抽样送检35例。”安岳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负责人介绍。

同时，针对群众反映的农资产品不知如何辨别真假、种苗如
何培育以及春耕农机不够用、不会修等问题，县纪委监委严格督
导相关职能部门落实主体责任，组织农资打假“春雷”行动，到乡
镇（村）开展专题知识讲座 80余场，邀请技术专家到田间地头指
导操作30余次，发放宣传技术资料1万余份。

□ 全媒体记者 韩成玺

时值四月，市场上小龙虾再次火爆上线，成为人们舌尖上的
一道美味。此时，小龙虾养殖户们的脸上，自然洋溢着丰收的
喜悦。近日，在乐至县石佛镇龙家沟村的一片水域，瘦黑高个的
龙林，沿着养殖基地水塘边，仔细检查起塘边的围网，然后熟练地
操作投料机将饲料投送到虾池里。

“养殖小龙虾效益高、见效快，眼看即将上市，更要保证虾的
营养。”龙林介绍，他在莲藕田里套养小龙虾，虾的产量每亩 200
斤左右，亩产值有4000元以上。小龙虾迎来丰收季，各路客商的
订单已经源源不断涌来。

今年 34岁的龙林曾经当过两年义务兵，2006年退伍后先后
在上海、成都等地做过电信线路员和食品导购。随着乡村振兴战
略的全面推进，他看到了在农村发展的机遇。时不我待，2019年，
他果断返乡承包110余亩土地种莲藕套养龙虾，让自己创业梦落
地。

莲藕从3月种植发苗到10月收获，其间套养龙虾。“莲藕方便
管理且产量高，市场需求量大，但是单一种藕或养虾效益都不高，
而且风险大，只有合理利用水体套种套养，才能实现经济效益最
大化。”从创业初，龙林就已规划了立体套养的模式。

起初养虾没经验，他就四处向养殖大户学习，参加当地水产
公司的培训，两年下来，他已学有所成，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养虾
专家。“小龙虾存活率高，自我繁殖能力强。平时除早中晚巡塘、
投喂饲料、改善水质外，需要注意的就是防范极端天气带来的不
良影响……”龙林向记者分享起了自己宝贵的养虾经验。

经过两年发展，从无到有，龙林的种藕养虾基地已走上了正
轨。龙林告诉记者，创业之初投入的 10 多万元目前已基本回
本，今年预计基地年纯收益应该不低于10万元。“如果效益可观，
我还将继续流转土地扩大种养殖规模。”龙林豪情万丈地说。

返乡青年种藕养虾
家门口培育特色产业

雁江小学生
比赛讲故事

讲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热情

安岳县

一线监督护航春耕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韩成玺）4 月

7 日，记者在现场看到，雁城幸福大道
至麻柳街之间的断头路，在交通信
号灯调试正常，道路标识线以及绿
化均完成后，已正式放行通车。由
此路可快速到达刘家湾市场和万达
广场。

此 条 断 头 路 打 通 后 ，极 大 方 便
了群众出行，缓解了近期由于项目
建设封路所产生的交通压力。“我家
住在车苑小区，上班在万达，以往驾
车从滨河路、广场路绕行要十多分
钟，其间还需要等待多个红绿灯。今
天早上由此路到万达广场，全程驾车
不到 5 分钟，对周边群众来说，这条

‘ 断 头 路 ’的 通 车 无 疑 是 大 大 的 福
音。”市民徐先生说。

记者在此路段发现，由于附近有
较多的居民区，且道路不宽多弯道，故
此路段限速 30公里/小时，限高 2.5米，
同时禁止鸣笛和货车进入。

□ 付杨

三月春光好，正是农忙时。近日，笔
者走进乐至通旅镇新桥村，平坦的作业
路，成片的菱字格、蜿蜒的排水渠成为新

桥村最亮眼的画卷。
“以前的土地在坡上，很陡，整治项目

实施后，现在土地都很平整了。”新桥村
12组村民郭中华告诉笔者。郭中华口中
的整治项目是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项目。
新桥村地处通旅小流域，之前属国家

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水土流失严重，
属中度侵蚀区。严重的水土流失造成土
层逐渐变薄，肥力下降，抗旱能力减弱，粮
食产量低下。

2018 年，新桥村迎来了国家水土保
持重点工程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
目。项目以新桥村为重点，整体推进，全
面发展，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全方位的水
土保持综合防护体系，实施治理水土流失
面积 16.84平方公里。其中，坡改梯 35公
顷，发展果木林 102公顷，封禁治理 46公
顷，保土耕作1498公顷，修建排灌沟渠13
千米、蓄水池33口、沉沙凼146口、作业道
路8千米。

“上坡下坎的问题解决了，土地附加
值也增加了。我种起了桑树，也解决了很
多乡亲务工的问题，带动了大家共同致
富。”郭中华告诉笔者，2019年，他回到新
桥村承包了 100 余亩土地栽桑养蚕。
2020 年，郭中华的养蚕规模就达到了一
年五季共 250张，收入 30万元，还带动解
决了附近剩余劳动力就业，帮助村民增收
致富。

“现在四通八达的作业道路，让村民
的生产生活得到了极大地便利。同时，修
了很多水池、水渠等一系列水利设施，让
新桥村多年来的缺水问题得到了根本解
决。我们引进了一些有志之士回乡创业，
建设了产业园基地，为乡村振兴打下了坚
实基础。”新桥村第一书记张贺说。

雁城幸福大道至麻柳街“断头路”通车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佳雨）4月
7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创森办、
市绿委办联合资阳新闻传媒中心，在
雁江区莲花街道办事处滨江路社区开
展“我为创森添新绿”主题科普宣传活
动，鼓励居民在生活中爱护绿色，美化
周围环境。

活动开始后，20余名社区居民跟
着专业老师学花艺。四月菊、玫瑰
花、洋桔梗、满天星等绿植摆满课桌，
整个教室内花香弥漫，参与活动的社
区居民认真聆听老师讲授插花技艺、
家庭绿化知识，并在老师的指导下，
大家挑选鲜花、修剪花枝，相互交流
插花心得。

随后，活动参与者前往参观创森
宣传展板，滨江路社区干部向居民发
出邀请，积极配合社区开展系列创森
工作，为建设美丽和谐宜居的家园、创
建国家森林城市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这里就是以前的东岳山！”“青年
林有我们年轻时候种下的树！”……居
民认真查看宣传展板上的内容，分享
感受和收获。

除了科普创森知识，志愿者们还
为居民赠送花卉盆栽，发放宣传资料
和环保购物袋，引导广大居民用实际
行动为资阳创建森林城市增光添彩。
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社区干部
将联合居民小组长在社区内广泛宣传
创建森林城市的重要性，鼓励居民从
身边做起，保护城市绿化资源。

通旅镇新桥村

综合治理水土荒地变成沃土

新桥村整治后的土地。姚琪摄

截至4月6日24时，我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
例4例（治愈出院4例），无疑似病例。尚在医学观察的本地报告
病例密切接触者0人，已解除医学观察的本地报告病例密切接触
者454人。

资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值班电话:
23030904

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电话:
26755783 26600171（夜间）

特别提醒：出现可疑症状，包括发热、乏
力、干咳等，在村（社区）公卫人员指导下就
医，不得自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医院。

——资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权 威 发 布

龙林检查养殖塘围网。

汽车在该路段行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