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扶贫工作要争先，感恩奋进记心

间，瞄准目标大步前……”12 月 11 日，随

着主持人的开场演讲，由蓬溪县金桥镇

主办的“金桥镇 2018 年脱贫攻坚感恩教

育系列活动”在金桥镇翰林村党群活动

中心拉开序幕。市直驻村干部、全体村

干部、附近村民 200 余人齐聚一堂，说扶

贫、道感恩、谈经验、强信心，通过此次

活动和现场互动，进一步为脱贫攻坚工

作凝了心、聚了力。

活动丰富了
与村民的距离更近了

上午 9 时，在金桥镇翰林村党群活

动中心已聚集了不少前来参加活动的

村民，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诉说着近年

来村里发生的变化。“大爷，种植红苕要

尽量选择背风向阳且排水良好土层肥

沃的地块作为苗床……”在活动现场的

农技宣传点上，一名农技员正耐心向村

民们介绍农作物的栽培技术。记者看

到，现场还设有金融宣传、法律咨询、免

费义诊等服务点，工作人员耐心的讲解

也受到了不少村民的好评。

不远处，不少村民早已将准备参赛

的农作物及家禽摆放整齐。“今年我家

农作物长得不错，家禽也养得肥，相信

这次一定能拿个好成绩。”参赛现场，村

民刘泽芳拿起自家养的鹅掂了掂重量，

顿时笑得合不拢嘴。

9:30 分，随着阵阵腰鼓声，活动正式

拉开序幕，舞蹈、独唱、船工号子、合唱

……一个个具有当地特色的文艺节目让

现场不时响起阵阵热烈掌声，看着励志

的歌舞、听着村里的脱贫故事，村民们

深受鼓舞。而在接下来的拔河比赛中，

各村村民与村干部齐心协力争第一，不

仅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更是反映出

了党和政府带领村民实现脱贫致富的

决心。

生活变好了
村民的笑容更多了

如今，金桥镇从一个并不起眼的老

旧村庄迅速发生蜕变，随着脱贫攻坚工

作的不断推进，村民们的生活也发生了

质的变化。

“以前完全不敢去想如今的生活，没

想到……”说起自己生活的变化，翰林

村村民梁勤显得激动不已，他告诉记

者，2016 年前，他家还是贫困户，由于自

己无稳定收入，家庭的开销让他难以支

撑。近年来，全国脱贫攻坚工作持续开

展，在当地党委和政府的帮助下，他的

家庭逐渐发生了变化，并且快速脱了

贫。 2017 年，翰林村实行产业发展，在

翰林村第一书记的带领下，他不仅能依

靠修路挣钱，而且还种植了一些农作物

和果树，家庭逐步变得富裕起来。

说起生活的变化，翰林村村民刘大

爷的脸上顿时露出了淳朴的笑容，“脱

贫攻坚让泥泞的村道路变成了水泥路，

实现了村村通，路好走了，村里的农作

物和水果销量快速攀升，村民的生活变

好了，很多老瓦房也变成了小楼房，这

都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帮助。”

“我们的付出有了结果，证明我们的

辛苦没有白费，看着村民们的生活渐渐

好了起来，我们也很开心。”翰林村第

一书记席兴称，脱贫攻坚是一项长久性

工作，它既代表着百姓的期盼，也代表

着党和政府的决心，翰林村村干部也将

继续带领村民脱贫致富，让他们有获得

感和幸福感，激励他们靠辛勤双手开启

新生活。 （全媒体记者 谭周胜 吕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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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让河东新区变得更加“时尚”

我眼中的卓同教育（二）

如果学校是一块麦田，那老师就

是一个美丽的播种者和耕耘者。在

成为家长的那一刻，我就曾有过担

忧，因为我明白，选择一所学校，对于

孩子和家长来说都是一件十分慎重

的事情，而我很庆幸，让女儿成为了

卓同教育安居育才中学的学生。

优秀的学校，是一片乐土。曾经

我也曾担心过，女儿会不会不想上

学，会不会因为太小而接受不了这突

然改变的方式。可是我们很幸运，女

儿虽然才进入小学两个月左右，可是

每一天她都笑脸盈盈，而这些都是因

为老师的不断鼓励，让她很快地适应

了小学生的身份。所以，感谢你，学

校。

优秀的教师，是筑梦的工匠。可

能是成为了妈妈，总是会担忧，也会

很焦虑。因为我清楚自己家的宝宝

学习能力不是很强，做事总是粗心大

意，甚至在课堂上的时候，注意力不

集中，这一些都令我有些焦头烂额，

不知道如何是好，甚至听到老师告诉

我，女儿在英语课上竟然会调皮画

画，那一刻我真的有些手足无措了。

好在，老师让我很感动，她们耐心地

引导着我的女儿，她们还主动和我沟

通，给我说了一些教育孩子的小技

巧。令我最为动容的，也是印象最深

刻的便是老师曾温和地告诉我：“我

们一起陪着孩子成长，过程不着急，

家长老师一起努力。”所以，感谢你，

老师。

优 秀 的 育 才 ，是 学 生 成 长 的 殿

堂。卓同教育，不是填鸭式的浇灌，

它是每一位老师不断的总结，总结出

来的教育心得，令我的女儿越来越认

真的享受课堂，也彻底让她收获了学

习的兴趣。虽然仅仅是短短的两个

月，可是看着女儿飞速的成长，巨大

的改变，我真的是感动的无法言语。

是你们对孩子无私的关爱，对教育认

真严谨的态度，才令我们家长有了更

加轻松和放心的心情。所以，感谢

你，卓同。

我记得曾经一位老师和我说过：

做老师其实很辛苦，可是当她们看见

学生进步时，就会忘掉辛苦，由衷地

开心。“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

始干。”这句诗虽然久远，却总是那么

贴切。诚然诗篇有限，千言万语，我

只想对卓同教育的每一位老师说上

一句：谢谢！谢谢你们无私的教导，

谢谢你们倾心的奉献！

8家药店存在严重违规行为
被依法撤销GSP证书

“你好，请出示一下药店老板的健康体检合格证明，药品的

收验货、销售记录……”近日，市食药监局执法人员在射洪县

太和镇同仁路对遂宁市康瑞祥药房连锁射洪崔玉店进行飞行

检查时发现，该药店存在负责人无 2018 年健康体检合格证明，

部分药品未建立收货、验收、陈列检查、销售记录等多项违法

违规行为。

据介绍，除遂宁市康瑞祥药房连锁射洪崔玉店外，近日，市

食药监局执法人员在飞行检查中还发现，射洪世纪和平诚信

药房任海霞加盟店、遂宁玉成宫药业连锁有限公司清蓉店、遂

宁华通大药房连锁同庆堂店、大英县天泰大药房蓬莱镇王氏

店、大英县蓬莱镇爱民药业熊氏店、大英县河边镇爱民药业冷

四店、遂宁爱心药业东禅卢氏店等 7 家药品经营企业（零售）存

在严重违反《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行为。依据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市食药监局依法撤销了上述 8 家企业《药品经营质

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 (全媒体记者 郑小艳）

射洪一男子阻碍食品安全执法
被公安机关拘留 5日

近期，射洪县食药监局开展了肉及肉制品专项整治工作，

在此次专项整治突击检查中，一男子因阻碍、抗拒食药监执法

人员的执法检查，被公安机关拘留 5 日。

“有一车从成都运来的冷冻肉制品可能有问题，请你们查

一下。”11 月 1 日傍晚，射洪县食药监局执法人员接到线报后，

立即在射洪县车管所附近蹲守，并密切关注从成都海霸王市

场运输冷冻肉制品的车辆。

当晚 19 时 45 分左右，一辆车牌号为川 J51XXX 的白色厢式

货车在县车管所对面停下，并有人开始从车内卸下冷冻食

品。此时，执法人员立即上前出示证件，并要求对该车内的冷

冻食品进行检查。然而，该车驾驶员于某紧锁货车厢门，拒绝

接受检查。在与执法人员相持的过程中，于某驾驶停在旁边

的一辆车牌号为川 B32XXX 的黑色捷达轿车，冲向执法人员及

围观群众。由于顾及到群众的生命安全，执法人员要求于某

立即停车，并询问一旁群众是否受伤，熟料，于某趁执法人员

不备，迅速驾驶车牌号为川 J51XXX 的白色厢式货车逃现场。

根据射洪县公安局对当事人于某的调查核实，近日，于某

因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被公安机关拘留 5
日。 （全媒体记者 郑小艳）

在卤肉中非法添加亚硝酸盐
蓬溪一经营户被判刑

“我非常后悔，为了让卤肉好看好卖，就添加了不该添加的

物质。我愿意接受法律的处罚。”近日，蓬溪县人民法院庭审

现场，被告人梁某悔不当初。

据了解，今年 7 月 12 日，蓬溪县食药监局执法人员协同四

川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对梁某店内自制

“卤猪头肉”进行监督抽检，并在现场查获了亚硝酸盐。经检

验，现场查获的“卤猪头肉”中亚硝酸盐含量为 43mg/kg，因亚

硝酸盐项目不符合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告

2012 年第 10 号标准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9 月 10 日，蓬溪

县食药监局向蓬溪县公安局移交案件线索。随后，蓬溪县公

安局进行了立案调查，并将查获的亚硝酸盐进行扣押。

庭审中，被告人梁某称，为了卤制品更好看，就私自加入亚

硝酸盐，并当庭认罪。经蓬溪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并当

庭宣判，被告人梁某因犯生产有害食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

个月，宣告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0 元，且禁止梁某在

缓刑考验期内从事食品生产、销售及相关活动。

近年来，个别不法商贩为了牟利，违法添加法律明文禁止

的食品添加剂，严重威胁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对此，蓬溪

县人民法院告诫广大食品经营者，为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

安全”，一切触犯法律的食品经营行为，都将被从严、从快处

理。 （全媒体记者 郑小艳）

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承载着优秀的传统历史，彰显着独特的魅
力，就犹如一面镜子，既折射出了一座城市的良好形象，也体现出了
市民的内涵和修养。自我市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以来，一股文明
之风便拂遍了整个河东新区，时间一久，便深深地“扎”进了百姓的心
中。五颜六色的文明标语、安逸的生活环境、井然的交通秩序、浓厚
的文明氛围……12月 4日，当记者再次走进河东新区时，发现这里的
文明“炊烟”依然袅袅而升，让人心旷神怡。

金桥镇开展 2018年脱贫攻坚感恩教育系列活动

生活变好了 村民笑欢了

生活变了 居民乐了

上午 8 时许，记者来到了河东新区

东城一品小区。在小区路边，无论是粘

满露珠的植被，还是树上成双的鸟儿，

都能让人感受到勃勃生机。不远处，不

少老人正在散步聊天，而说起生活的变

化，大家脸上顿时笑开了颜。“全国文明

城市的成功创建，让更多人变得自律，

各种生活陋习逐渐消除，生活环境也变

得焕然一新。”居民张大爷告诉记者，我

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以来，无论小区物

业、居民，还是各级部门，都发挥着各自

的作用，环境卫生、安全防护、周边秩序

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居民的幸福感都

得到了提升。

当日，记者还走访了河东新区的欧

洲新城、龙腾御景、东海岸、保利等居民

小区发现，小区内的环境都显得格外优

美，路面整洁有序，居民的生活也变得

丰富多彩，生活质量逐步上升。

秩序好了 交通畅了

上午 9 时，记者来到了河东新区东

平大道与东升路交界处，此时几名行人

正行走在该路口一转弯辅道的斑马线

上，见此情形，几辆路过的轿车都自觉

地停在了斑马线以外，直到行人全部走

完后才缓缓而行，期间并未有司机鸣笛

催促。

“请大家过完马路进入转弯辅道后，

注意观察右边是否有行驶的车辆……”在

该路口的斑马线旁，几名交警正忙着引导

行人过马路，期间还不时嘱咐过往行人安

全出行。记者在该路口观察了近半小时，

发现所有经过该路口的车辆均守规通行，

行人都按照信号灯指示过马路，并未出现

机动车闯红灯、超速及行人横穿马路的现

象，整个道路显得畅通有序。

随后，记者还走访了河东新区栖霞

路、朝阳路、灵云路、紫竹路、慈航路、杨

柳路等路段，发现车让人的现象已随处

可见，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也大幅减少。

环境美了 心情棒了

上午 10 时许，在河东新区五彩缤纷

路，此时路边的绿化带在阳光的照耀下

显现出生机勃勃，道路两边的绿化树高

而挺拔，虽然不时有叶片缓缓飘落，但

却映衬出了另一番美景。记者在走访

的途中，发现不少市民都纷纷拿出手

机，与一旁美景合影，就犹如古人说的，

“画中有人，人中有画”。

“只要天气好，每天都有很多市民来

这游玩拍照留念。”从事 5 年园艺工作的

张师傅告诉记者，城市绿化越来越好

了，无论是公园还是小区里，需要修剪

的花草树木也比以前多了。虽然工作

量增加了不少，但却打心底开心。

在五彩缤纷路沿岸，植被在阳光的

照耀下犹如一片绿色的河流，闪闪发

光。一旁，不少大人正带着小孩在小道

中嬉戏玩耍，虽然空气中带着许些寒意，

但还是让不少路过的市民驻足观赏。

氛围浓了 城市美了

随后，记者来到了河东新区德水南

路，刚一踏进路口，一幅幅五颜六色的

文明宣传画便引入眼帘。“五位一体共

建文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共建和谐

美 好 家 园 ”“ 讲 文 明 、树 新 风 、促 和

谐”……记者发现，这些文明宣传标语

不仅设在路边、公交站台、绿化丛中，甚

至还印在了附近建筑工地的围墙上，这

也让整个街道变得“活泼”起来。

“垃圾一定要丢在垃圾桶内，要做一

个爱护环境的乖小孩。”在河东新区九

宗书院路，一市民正引导小孩将垃圾丢

进垃圾桶，期间该市民还不时指着一旁

的宣传画，并通过讲解画中内容，让孩

子从小养成良好的习惯。

在河东新区书院社区外，一幅幅精

心设计的文明宣传展板显得格外瞩目，

引得不少路过市民顿足观看。期间，几

名社区工作人员还不时向居民介绍了

我市文明城市创建成果的巩固工作，并

积极引导市民参与，赢得了不少市民的

支持。“到处都能看到文明宣传画和标

语，相信在这种耳目濡染的环境下，我

们的城市将变得更美。”市民刘先生说。

（全媒体记者 吕苗）

感谢你，卓同
一年级家长 王霞

元宵节活动

社会 万象

活动现场

河东新区的交通井然有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