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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伍云燕）近日，县民政局、忠

县宗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为新立小

学、汝溪小学等 7 所学校的 27 名失依女童，每人

送去1000 元助学金及学习、生活用品。

失依女童，是指由于各种原因失去生身

父母和其他具有亲情关系的成年人正式照顾

的 16 岁以下女童。

忠县宗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通过重庆儿

童救助基金会争取到“爱小丫”基金一对一助

养失依女童项目。该项目以关爱、帮扶失依

女童为宗旨，凝聚社会爱心力量，呵护失依女

童健康快乐成长。

忠县27名失依女童获资助

“小周，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移除

了 麻 柳 树 ，我 们 再 也 不 用 担 惊 受 怕

了。”近日，忠州街道白桥溪社区干部

周舒民到辖区走访时，居民吴宏娟称

赞道。

几天前，白桥溪社区新华路 10 号

楼居民李宗群向社区反映，该栋楼后

面堡坎上的两棵野生麻柳树因土层较

薄，一遇大风就摇晃得厉害，有可能被

连根拔起砸伤过往行人，希望社区及

时消除安全隐患。

周舒民赶到现场查看后，随即组

织 5 名社区干部和网格员带上斧头、

保险绳等工具，将两棵麻柳树移除。

3 月初，居民黄宗强反映，乐天路

一段长 20 米、高 10 米的堡坎垮塌，且

污水横流，严重影响居民出行，希望社

区及时修复堡坎。社区干部随即多方

筹措资金 20 多万元，派专人协调修复

事宜，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就彻底解决

了居民的烦恼。

4 月 20 日，新华路 5 号楼 80 多岁

的居民李应江告诉社区干部，5 号楼周

边 100 多米的排水沟未加盖板，积满污

泥，小孩、老人极易踩空摔倒。社区出

资 8000 元，请人清理排水沟污泥，加装

滤水盖板，既改善了社区环境，又让居

民出行更加安全。

今年以来，白桥溪社区进一步发

挥主观能动性，积极解决群众反映的

小问题 30 多个，深耕社区“微治理”，

让社区环境大变样，居民的日子越过

越舒心。 记者 邓青春

白桥溪社区：解决小问题 迎来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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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电设备

10kV 生望线

10kV 生望线

龙蛇背站：10kV 背州线

969 开关

龙蛇背站 10kV 负荷临时

改接#1环网柜：10kV背州（临）

线965 开关

10kV 生任线

10kV 生任线

10kV 杨石线

停电原因

计划检修

计划检修

计划检修

计划检修

计划检修

计划检修

停电时间

开始日期

2021/6/15 7:00

2021/6/16 7:00

2021/6/17 7:00

2021/6/17 7:00

2021/6/17 7:00

2021/6/18 7:00

结束日期

2021/6/15 19:00

2021/6/16 19:00

2021/6/17 21:00

2021/6/17 19:00

2021/6/17 19:00

2021/6/18 19:00

停电范围

钟坝村、黄泥村、胜利村、木瓜村、农兴村、天然气 47 井变、高速公

路谭家寨隧道 1#专变、高速公路谭家寨隧道 2#专变、成凤石膏厂变

宋家村、裕华村

京投还迁房

江欣物流专变、赵英专变、龙翔村移动基站、龙翔村、燕坪村

民主村、柏洋村、天星村、天星村移动基站

王小容碎石厂专变、一磊建材有限专变、蓝天环境专变、加珠建

材有限专变、皇华矿业 1 专变、皇华矿业 2 专变、皇华矿业 3 专变、八

斗台#1 专变、八斗台#2 专变、忠石大堰抽水 1 专变、忠石大堰抽水

2 专变、八斗台茶叶厂专变、八斗台矿泉水专变、八斗乡村旅游临时

施工专变、寒冰沟电站、中石化阀站 、阮冲电站、东方红电站、聂家

建材专变、聚鹏磨石粉专变、皇华钙业专变、太集移动基站、曹家移

动联通基站、心合村、杨峰村、团结村、曹家村、庙塘村、金矿村、宝

山村、李岗村、白坪村、楠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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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雨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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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话：54895598、95598忠县电网停电信息公告

注：为便于读者理解，文中部分地名为原地名或约定俗成的地名。

6月7日，忠州街道北门路社区开展全民反诈宣传活动。

社区工作人员向居民介绍了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主要形式，如何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知识，进一步提升居民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能力。

当天，社区工作人员还宣传了防灾减灾等知识。

记者 谭媛文 通讯员 吴京懋 摄影报道

反诈知识进社区

本报讯（记者 杨忠明 通讯员 谭军）近日，第二十二届全

国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践活动重庆市级选拔活动创客、人工

智能和机器人竞赛结束。忠州中学学生胡俊霖的创新作品人

工智能中药柜获高中组第一名、一等奖，拟推送至中央电化教

育馆，参加今年暑期举办的全国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践活动。

人工智能中药柜主要功能是可进行语音识别，当医生

说出中药名时，对应存放该中药的柜子就会发出亮光并弹开

柜门，方便医生抓药，节省工作时间。

今年，重庆市创客、人工智能竞赛项目收到 29 个区县报

送的 210 件作品，机器人竞赛项目共有 28 个区县 310 名选手

参加。创客、人工智能竞赛项目评出获奖选手 150 名，机器

人竞赛项目评出获奖选手 221 名。

忠州中学创新作品获市一等奖

车站、医院、电影院、会议室、商场等都有“严禁吸烟”的

字样，但近日笔者发现，这些“严禁”几乎都成了“言禁”，只

是说说,没人执行。

一些烟民根本没把“严禁吸烟”放在眼里，更没放在心

上。他们完全不顾“严禁吸烟”的提示，照样你一支我一支

地吸得不亦乐乎。烟民口叼香烟的景象，与墙上张贴的“严

禁吸烟”字样形成了强烈反差。

“严禁”之所以成了“言禁”，笔者以为，关键在于两个方

面。其一，吸烟者的漠视。一些烟民无视“严禁吸烟”标志，

想抽就抽。其二，管理者的无为。一些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明

明看见有人违规吸烟，却视而不见，致使很多烟民堂而皇之

地在公共场所大吸特吸。

笔者认为，要让“严禁”莫成“言禁”，一方面公共场所的管理

者既要做到“言禁”，也要做到“严禁”，让“严禁”上墙落地，使“严

禁”真正发挥“严”和“禁”的作

用。另一方面，市民要有敬畏

之心，把“严禁”当成一条“法

规”执行，成为人人自觉遵守的

“文明线”。

“严禁”莫成“言禁”
□ 叶金福

推荐二十五

书名：《江南三部曲》

作者：格非

推荐理由：《江南三部曲》

分别指《人面桃花》《山河入梦》

《春尽江南》。三部曲，不同的

年代，不同的题材，独立成篇，

却一脉相承，再现了百年中国3

个重要时间阶段的历史变迁和

三代追梦人的故事。读《江南

三部曲》，回望历史，探寻巨变，从那一个个被载入史册的时间

节点中感受中国力量吧。 记者 周小军 整理

本报讯（通讯员 张建平）一名

60多岁的老人深陷泥潭难以动弹，城

管工作人员和热心群众打着赤脚合

力救援 30 分钟，终将老人“拽”了出

来。这惊险一幕，发生在6月8日。

当天上午 8 点 30 分左右，56 岁

的县城市协管员沈德杨在忠州街

道新桥社区桃子湾公交站台附近进

行市容市貌整治时，突然听到有人

呼救。沈德杨四处查看后发现，远

处消落带泥潭中有一名老人深陷其

中。沈德杨赶紧报警并拨打 120 急

救电话，之后朝着泥潭方向跑去。

沈德杨到达事发地点时，已有

3 名热心群众在营救深陷泥潭的老

人。因地处消落带，淤泥很深，沈德

杨和热心群众赶紧脱掉鞋袜，挽起

裤脚，赤脚救援。通过 30 分钟的努

力，大家终于把老人拉上岸，合力抬

到安全地带，进行了急救处理。此

时满头大汗的沈德杨看到泥潭里有

血迹，才发现自己的脚被泥潭里的

玻璃划伤了。

9 点左右，120 急救人员、消防员

等赶到现场，将老人送往医院救治。

沈德杨也被送到诊所处理伤口。

据了解，这名老人当天独自一

人前往河边，不慎陷入泥潭。本想

抽身出来，却越陷越深。

消防员提醒，三峡库区水位因

冬季蓄水升至 175 米、夏季泄洪降

至 145 米，在长江干流和部分支流

两岸形成了落差 30 米且面积较大

的消落带，存在安全隐患，市民不

宜在此活动。

深陷泥潭深陷泥潭，，六旬老人难动弹六旬老人难动弹
众人合力众人合力，，3030分钟成功施救分钟成功施救本报讯（通讯员 任禹钟）近日，笔者从县人力社保局获

悉，全县 2020 年度第一批退捕渔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补贴

已全部发放到位，涉及 253 人，共计 143.95 万元。

据悉，自长江流域退捕渔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在忠县

启动以来，截至 2021 年 5 月，全县 468 名退捕渔民已全部参加

基本养老保险。按照市级统一部署，在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3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或以灵

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退捕渔民按

照“先缴后补、不缴不补”原则享受养老保险缴费补贴，每人

每年根据缴费情况最高可获 2500 元。

忠县发放
退捕渔民养老保险缴费补贴144万元

6 月 9 日，忠州街道香怡社区

的党员志愿者和居民代表在包粽

子。

端午即将来临，香怡社区开展

“包粽子、送关爱”活动，将包好的

粽子送给辖区的困难党员、空巢老

人和困难居民，让他们感受到社区

的关爱。 记者 邓青春 摄

包粽子 送关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