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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8 日，凤县警方一边向市民
发放“红丝巾”，一边讲解“红丝巾”
紧急救助标志的使用办法，并向群众
传授防范措施和知识（见上图）。警
察教您一招，今后市民如果遇到人身、

财产安全受到威胁又不便报警时，可
将写有“紧急求助标志”字样的红丝巾
悬挂在室外、窗外、户外、车外紧急
求助，以便于民警及其他群众及时发
现，及时提供帮助。            （杨建林）

本报讯  鲜红的“中国社区”标识，

特色鲜明，寓意吉祥，统一的规格字体，

凸显出每一个社区的认知度。近日，我

县为 53 个城乡社区安装了统一标识牌，

实现了“中国社区”标识牌全覆盖。

为了增强居民社区认同感、归属感，

调动社会各界共同建设社区美好家园的

积极性。县民政局按照《中国社区标识规

范化应用手册》要求，参照外地“中国社

区”标识使用和社区规范化建设的先进经

验，并结合我县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的实际，

积极推广使用“中国社区”标识,先在2

个城镇社区和1个农村进行先行试点。从

今年3月起，又组织相关人员到实施了农

村社区项目的53个城乡社区，针对实际

进行实地勘察、测量，确定每个社区标识

牌的尺寸、样式和悬挂位置，并制定了标

识牌建设方案，集中时间进行制作和安装。

截止目前，已安装完成了全县53个城乡

社区“中国社区”标识牌。      （赵昕） 

本报讯  近日，我县隆重举行庆“六 ? 一”

暨中小学幼儿园素质教育展演活动。全县 26 所

中小学、幼儿园的千余名少年儿童欢聚一堂，以

欢歌热舞共同庆祝自己的节日。

展演活动以“放飞梦想，童心飞扬”为主

题，形式包括独唱、合唱、舞蹈、歌伴舞、韵

律操等。演出在双石铺中学 130 余人表演的大

型歌舞《国家》中拉开帷幕，34 个节目依次上演，

或展现校园生活，或展示师生风采，或体现民

族特色，或演绎异域风情，演员们精彩传神的

表演征服了全场观众，赢得了一次次热烈的掌

声，集中展示了凤县中小学幼儿园素质教育和

艺术教育成果，为全县少年儿童送上了一道文

化盛宴。县幼儿园和凤州镇中心幼儿园的情景

舞蹈《动漫狂欢》、《欢乐谷的嘉年华》将小朋

友们喜爱的动漫明星白雪公主、葫芦娃、喜羊羊、

灰太狼、猪八戒等搬上舞台，与孩子们亲切互动。

留凤关镇三岔小学的绳舞《活力校园》，将跳绳

与艺术有机结合，开合跳、弓步跳、双绳交叉跳，

双摇、前挽花，整个舞蹈将体育与艺术完美的

融合在一起，充分展示了学校体育运动与艺术

教育成果。                       （王延成）

本报讯  在第 13 届全国科技活动周

来临之际，5 月 20 日，我县在城南广场

举行了以“推动科技创新驱动发展”为

主题的集中宣传活动。

当天上午，城南广场上有关科技创新

的横幅、展板、资料发放台、咨询台前

围满了市民。农作物如何防霜冻？林麝

养殖要注意什么？这些与群众生产息息

相关的科普知识宣传，吸引了市民关注

的目光。

据悉，此次活动由县委宣传部、县

科技局、县科协共同主办。当天共有科

技局、农业局、水利局、卫生局等 16 家

单位参加了集中宣传活动，围绕食品安

全、生态环保、应急避险、低碳节能、

健康生活等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热点

问题，展出宣传板面 100 多块，发放宣

传资料 30 多个种类。

在随后的一周内，还将组织科技专家

进农村、社区、校园、企业送科技、送

服务，放映科教电影录像，让群众真正

感受到科技成果给生活带来的方便和改

变，从而在全县形成尊重科技、学习科技、

应用科技的浓厚社会氛围。     （刘鸿）

展示科技成果  增强科技意识

社区有了统一标识

红丝巾  警民联动保安全

放飞梦想 童心飞扬

本报讯  日前，我县依托县社会福

利园区，成立失独家庭养老中心，将进

一步加大对特殊家庭老人的扶助力度。

据悉，此举是我县成功创建为全省首批

人口计生综合改革示范县后，统筹解决

人口问题推出的又一新的举措。

目前，我县共有 43 户、56 名失独

老人。他们大都年事已高，都曾因为疾

病或意外使他们遭遇独子夭折的厄运。

在经历了“老来丧子”的人生大悲之后，

已失去再生育能力，被称为“失独者”

的他们，除了情感的煎熬，还要面临养

老的窘迫，亟待社会更多关爱。

县人口计生局、计生协针对这一

情况，在摸清全县失独家庭基数的基础

上，逐一进行入户走访，对失独家庭住

址、经济状况、身心状况、帮扶需求等

情况进行了解摸底，建立个案信息档案，

建档率达到 100%。同时创新社会管理，

依托县社会福利园区，成立失独家庭养

老中心。据悉，现已有 9 名失独老人入

住该中心。                   （佚名）

养老中心让失独家庭再不孤独

本报讯 6 月 6 日，县委宣传部干

部在与包扶村村民交朋友拉家常，认真

开展群众路线调研活动的同时，向受访

群众发放了联系卡，方便了群众与干部

的交流沟通，让干群关系更加融洽。

县委宣传部包抓留凤关镇寺沟村，

该村共有村民 71 户，大部分村民白天

或在矿山企业务工，或在田间劳作。

为了切实做到调研走访“不漏一人，

不误一事”，进一步方便群众与调研干部

的交流，县委宣传部为每位调研干部统

一制作了联系卡。卡片正面印着干部的

座机和手机号码，背面详细介绍了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各项要求。“联

系卡既是名片，又是小传单，使群众与

我们联系起来方便多了。群众对发放联

系卡很满意，今天我就接到一位村民咨

询大病救助的政策，我通过询问农合办

后当时就给了她满意的答复。”宣传部干

部朱媛说。

目前，县委宣传部在调研中已发放联系卡71

张，通过联系卡收集群众建议12条，为群众解决

急难事 5件，受到了群众的欢迎。一张小小的调

研联系卡，架起了群众与干部之间的“连心桥”。

                        （本报记者 刘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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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 月 28 日，从宝鸡市法律援助工

作会议上传来喜讯，我县工合律师事务所被授予

‘十佳法律援助单位’，黄牛铺镇法律援助工作站

被授予“宝鸡市法律援助示范窗口单位”。我县

法律援助整体工作当会受到了表扬和肯定。

近年来，我县法律援助机构始终把弱势群体

实际困难放在首位，在受援人申请资料齐备时做

到了“当日申请、当日受理、当日审批、当日指派”，

为受援人提供了便捷的法律援助服务。同时，建

立多种协调保障措施，狠抓长效管理，注重制度

建设，始终把有效维护弱势群体根本利益作为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引领和推动法律援助

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几年来，全县法律援助工作

社会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办案数年平均

增长 20％以上，办案质量满意率达到 100%，为

维护全县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取得了实实在在的

社会效果。                        （刘朝辉）

本报讯  5 月 26 日

19 时 40 分许，我县执

勤民警在城区内查获一

男子驾驶高赛摩托车高

速行驶。经查，该男子敖某，无证驾驶，

也无行驶证，决定给予敖某 15 日行政拘

留并处一千元罚款。这是我县交警大队

按照县公安局统一部署对摩托车飙车违

法行为进行专项整治行动中，查处的又

一起飙车违法行为。

近期，为有效防范和打击在城区摩

托车飙车违法行为，进一步规范城区道

路秩序，县交警大队不断强化打击力度，

先后在 3 次统一集中整治行动中，查处

80 辆违法摩托车，其中无牌 30 辆、无证

11 辆、不戴头盔 18 辆、违法载客 20 辆、

改装 1 辆、拘留违法人员 11 人。

通过进行专项集中整治行动，摩托

车飙车违法行为已得到

有效的遏制，城区交通

环境明显好转，但仍有

一些顽固分子不听管理、

不听劝阻、我行我素、顶风违法。

县交警大队表示，今后将持续加大

对摩托车飙车、无驾驶证，无行驶证，

不戴头盔等违法行为整治力度，确保为

广大人民群众和游客创造出安全畅通、

文明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

                （魏金林 杨晓峰）

本报讯  5 月 25 日，细雨中的七彩凤

县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由商子雍、朱文

杰等 20 余名艺术家组成的陕西省消防采风

慰问团来到这里，探访古羌风情，感知梦幻

山水，慰问消防战士。县委常委、副县长辛

元平等领导陪同参观。

采风活动中，艺术家们或抢拍美景找

灵感，或泼墨挥毫搞创作，共留下书画作品

60 余幅，用艺术的形式记录和宣传了凤县

的美丽。

艺术家们首先走进凤县消防大队，了解

消防战士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与消防官兵一

起跳羌族萨朗，杨顺来等书法家们现场为战

士挥毫留字。得知该大队官兵参与“5?12 汶

川地震”抢险救援并荣立集体三等功，在场

艺术家无不啧啧称赞。在凤县文化馆参观时，

艺术家们对反映凤县建国以来发展历程的照

片墙最为关注，份份赞叹凤县的巨大变化。

“凤县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旅游产业的发

展确实是惊人的！”著名书画家傅晓鸣说。

艺术家们随后来到 29 日即将开园的古

羌文化旅游示范区，在羌韵十足、一步十景

的石头羌寨，艺术家们争相摄影留念。接着，

艺术家们来到新落成的古羌文化演艺中心，

观看了大型山水实景剧《凤飞羌舞 ?古羌新

韵》的训练彩排。最后，艺术家们在细雨中

探访了有”岭南独秀、秦岭明珠”之美誉的

国家级森林公园——紫柏山，在云山雾海的

胜景中结束了一整天紧张的活动。

                 （本报记者 刘鸿）

省艺术家消防采风慰问走进凤县

严打 让疯狂摩托栽了
县交警大队整治飙车违法行为 三次行动查扣 80 辆

法律援助工作获市级荣誉

本报讯  6 月 5 日清晨，

记者在黄牛铺镇三岔河村看

到，香菇种植大户谢凤岐正在

香菇大棚里，忙着采收香菇。

大棚外，满框的香菇堆放在田

垅上，等待客商拉运。同行的

包村干部王瑶告诉记者，这就

是黄牛铺镇在开展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帮扶老百姓

新建的香菇大棚。

昔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

三岔河人，如今香菇种植已成

为村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我原先建了 4 个小棚，由于

质量不好，只能使用一年。最

近听大伙说政府扶持村民新建

高质量香菇大棚，每个大棚补

助 1500 元钱，而且免费提供

技术培训和销售信息，同时还

建起了香菇协会。”谢凤岐热

情地告诉记者 ,“看到政策越

来越好，我和媳妇一合计，建

起五个能长久使用的高标准大

棚。现在，我家有 5 个大棚，

年底能入账 5万多元呢！”

看到香菇种植能够增收致

富，想参与的农户也越来越多，

但在香菇大棚建设的前期投资

上，很多村民犯了愁。镇领导

及时了解到群众的所需所急，

积极争资金近 10 万余元，协调土地流

转 1.55 万平方米，同时放弃节假日带

领村民外出采购材料，建筑设备。经过

两个月的昼夜奋战， 65 个新建的香菇大

棚已矗立在三岔河村的田间地头。

“过去起早贪黑的在地里种粮食，

一年辛苦到头，日子过得还是紧巴巴地。

看到邻里乡亲都能靠香菇致富，自己也

想试一试”。4 月份， 李立军也新建了 5

个大棚种香菇。现在每天都有客商开车

到棚里来收，当场结算。从菌棒开始出

菇到现在，我们新建大棚的 10 个香菇

种植户，总共挣了 8万多元啦！”

据了解，截至目前，三岔河村从事

香菇种植户共计有25户，80余人，新建

大棚65个，预计年产量近140万斤，全

村仅香菇种植便可为农民增加收入500余

万元，人均增收6000余元。香菇种植成

已为三岔河村乡亲们的主业，越来越多的

三岔河人告别了昔日黄土地里刨食的景

象，在香菇棚里走上致富之路。    （何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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