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 28日晚至 6月 30日，受到连续强降雨和特大暴雨
影响，福泉市农村公路多处出现路基坍塌、涵洞冲毁、挡
墙冲垮、水过路面等险情。为了保证道路交通安全，福泉
交通部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全局上下奔赴一线抗洪抢
险，在暴雨中，谱写了一曲属于交通人的赞歌。

灾情就是命令

此次受灾最为严重的是福泉市潘家坟至岔河公路，全
线被冲毁。6月29日上午7时接到险情报告后，福泉市交通
运输局立即组织抢险队员及机械赶赴现场。当看到漫过路
面的滔滔山洪，带队的副局长何兰志立即召集抢险队员说:

“现在水势很大，我们要加紧做好防范，一定要胆大而心
细，确保安全！”说完后没有一丝的犹豫，一马当先地小跑
着进入深达 30、40厘米的洪水中，指挥抢险人员摆放砂石
袋，减缓洪水对路基的冲刷，其他成员立即封闭交通，并
在公路两侧设置警示标志，拉好警戒线。经过四小时的连
续奋战，潘家坟至岔河公路在11时10分终于恢复通行。

6月29日夜晚10时30分许，正在抢通潘岔公路的何兰
志再次接到群众电话，福泉至地松公路七星关段出现重大
安全隐患，挡墙垮塌 40立方米，还有一棵大树倒塌阻碍交
通，接到电话后，何兰志立即组织抢险队再次赶赴现场，
并召开现场紧急办公会议研究部署整治工作。在养护车辆
未赶到的情况下，抢险队队员拿起铁铲、砍刀立即对坍方
及树枝进行清理。他们有的摔倒了，有的衣服刮破了，有
的胳膊流血了也全然不顾，始终坚守在水毁抢修现场。

7月 2日上午 10时 50分，黄丝沙坪村老里冲通组道路
塌方造成交通中断。由于老里冲组有一名党员过世，将于7
月5日早上出殡，交通中断殡葬车辆无法出入。该局养护科
人员立即与沙坪村主任联系并迅速到达现场进行勘察，组
织施工单位清理塌方。由于塌方量达 110余方，数量较大，

为了尽快抢通确保安全，养护科同志不顾全身衣服湿透一
直坚守在冲毁的路段上，提醒来车来人避险，直到抢险施
工队来了，又忙着对所有路段水毁情况逐处排查统计上
报。经过两天两夜的连续奋战，终于在7月4日上午顺利通
车，让老党员安心上路。

养护科科长陈光宇原本打算利用“六月六”小长假回
家跟孩子家人团聚，客车刚到半路，他就接到了水毁情况
的消息，立即在半路下了车接着转车赶福泉奔赴抢险一
线，这一干就是3天3夜。有工人见他连续几天几夜在现场
指挥抢险，劝他到车上休息一会，他却摇摇头说：“不用，
不用，现在正是抗洪一线最需要人的时候，我怎么能离开
自己的岗位呢?”

辛劳终结硕果

“通了！通了！路修通了！交通局的干部真是辛苦呀！
为了能够让我们组上的过世老党员颜应忠如期顺利出殡，
带着施工队伍在我们这里抢修了两天两夜，真的是太感谢
他们了！”，老里冲组村民们激动地你一言我一语抢说道。
这是老里冲组老党员逝者家属及全组村民的真情实感！

岔河村一村民感慨地说：“潘家坟到岔河这条路被大暴
雨冲毁得很严重，好多处都无法通行。福泉市交通局领导
马上带着抢修队伍冒着大雨、分秒必争地及时为我们把路
修通，把我们老百姓出行安全放在第一位，真是令我们感
动呀！”

截止 7 月 5 日，福泉交通系统共出动抢险队员 521 人
次，出动大小抢险车辆 350台次，修复塌方 80余处，完成
塌方清理5100余立方米，设置警示标志标牌60余块，拉警
戒线 150余处，清理排水沟 30条、清理桥涵 15座，其余恢
复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一支能打硬仗的铁军
——福泉市交通系统抗洪救灾小记

王敏 本报记者 徐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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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4日，记者从沫阳镇召开的食品安全示范乡镇
创建推进会上获悉：该镇创建食品安全年示范乡镇工作进展顺
利，目前该项工作正处于具体实施阶段，预计9月进入总结汇报
阶段，10月迎接检查验收。

今年以来，该镇将食品安全监管经费纳入镇财政预算，并建
立食品安全监管财政保障机制。加强镇监管机构基础设施建
设，推进执法装备配备标准化，满足日常监管和检验工作需要。
建立健全食品安全检验检测体系，添置食品快速检测室仪器设
施，配备专业人员。与此同时，该镇在主要行政村建立农资放心
店，杜绝禁用农药、兽药、渔药和饲料添加剂的经营使用行为，减
少药物滥用。严厉打击农药兽药残留超标、非法添加激素类药
品或其他违禁物质等违法违规行为。

此外，该镇还着力“五个加强”力促创建工作无死角。加强
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监管，严格规范食品经营主体资格，基本消除
无证照经营食品行为，督促农村食品经营者实施进货查验，基本
消除“三无”、假冒、过期食品经营行为；落实集贸市场、批发市场
开办者的食品安全责任，对主要农贸市场、菜市场开展摊位信用
分类管理；加强消费领域食品安全监管，积极推进餐饮服务单位
量化分级管理工作，辖区内参加量化分级管理的餐饮服务单位
不低于持证单位数的 90%，参加量化分级评定单位的公示率达
100%；加强对餐饮业的日常卫生监管，落实餐具消毒、保洁和防
蝇措施，督促从业人员持有效健康证上岗；推行家宴申报、现场
管理等内容的农村家庭集体聚餐管理制度。加强对学校、社区、
建筑工地、农家乐旅游点餐饮和小餐馆的商品安全宣传指导和
监督，防控食物中毒事件和食源性疾病发生。农村集体聚餐备
案率达到80%以上。坚持“疏堵结合，规范发展”原则，综合治理
小作坊、小食品店、小餐饮、小摊贩。严厉打击非法制售“地沟
油”行为。加强生猪定点屠宰管理，生猪进点屠宰率达 80%以
上。推行牛、羊、家禽的定点屠宰及加工企业分级管理制度开展
畜禽屠宰加工企业资质等级认定工作。关闭不符合标准的屠宰
加工场，严厉打击私屠乱宰、加工注水肉等行为。继续实施持证
上岗制度和肉品品质强制检验制度。

通过创建工作，该镇已具备主要食用农产品和食品生产经
营产品安全项目的检验及快检能力，并在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大
力推进食用农产品标准化、规范化、产业化生产等方面取得了突
破。 （本报罗甸记者站 肖家云）

罗甸沫阳：创建食品安全示范镇工作有序推进

本报讯 近日，福泉一个三岁的小男孩玩耍时不慎被一铁
圈“咬”住手指，急需救援。福泉市消防大队官兵立即展开救
援，5分钟后成功将铁圈从小男孩手上成功取了下来。

当日 15 时许，小男孩随同父母亲到亲戚家去帮忙搬家。
在拆解沙发铁环时，铁圈散落在地上，其三岁的小男孩因为好
奇，将铁环拿在手中玩耍，不小心套在食指上。家人一开始没
注意，等到发现时，铁圈怎么也拿不下来，只好抱着小孩来到
福泉市消防大队求助消防官兵。在消防大队食堂桌椅上，男孩
疼得哇哇直哭，铁环将该男孩食指的关节紧紧套住，由于长时
间无法取下，手指因血管流动不畅通导致供血不足，末端又因
充血而显得异常肿大，并且手指已经出现了红肿和麻木现象，
必须立即进行施救。

为避免对孩子造成二次伤害，救援经验丰富的消防官兵准
备几套救援方案。先采用绝缘剪对铁环进行剪切，可剪钳口
大，铁圈太小，再加上男孩抖动厉害，无法稳定，很容易伤到
手指，只能放弃；再改用第二套方案，用小剪钳对铁环进行剪
切，消防官兵将小男孩的手指固定住后，其他两名官兵则轻轻
捏住孩子手指，慢慢利用剪钳对铁环进行剪切，小心翼翼地把
铁环剪了个缺口……5分钟后，消防官兵使用绝缘剪将圆圈剪
断，随着“滴！”的一声，铁圈戒指终于从小男孩的手指上被
成功取了下来。小男孩心情喜悦，笑了起来。

（易盛武）

铁圈“咬”住男童手指 消防官兵五分钟取下

本报讯 连日来，平塘县平舟镇龙兴村养殖大户安锡分
习惯性地来到自己的养殖基地，抱起一只自己养的土鸡掂了
掂重量。其基地的 2000余只土鸡现已长到 2至 2.5公斤，但
安锡分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这 2000余只鸡早在春节
期间就可以出栏了，可是到现在却一只都没卖出去。

龙兴村位于平塘县平舟镇西北部，村委会所在地 （兔
场）距镇政府18公里。2015年，安锡分投入20万余元，在
位于该村的平塘县龙腾油茶基地山顶上新建鸡舍 1200平方
米、种鸡场 160 平方米、孵化场 100 平方米的标准化养鸡
场。由于油茶林里牧草、昆虫、种子等各类“绿色饲料”丰
富，为土鸡放养提供了天然条件，又因土鸡口感好、营养价
值高，开始得到市场的认可，成为都匀 12家饭店指定的商
品鸡，并成功注册了“平塘茶花鸡”这一品牌，当年 4000
只鸡就卖了 24万元。2016年，安锡分扩大养殖规模，茶花

鸡养殖发展到8千只。但是，当年的4月份，养殖基地遭遇
冰雹、大风等自然灾害，就损失了小鸡 4千只、3斤左右的
鸡 2千只，鸡舍被吹翻 20个、脱温室 1个，仅有 2千余只茶
花鸡存活下来。

近日，记者特意跑到安锡分的养殖基地，一是跟她聊聊种
养殖业发展及带动情况，另一个是想验证一下，传说中的“茶
花鸡”是不是真的在茶林里喂大的。

到了养殖基地，老远就看见山坡上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已经投产的1020亩油茶树已成林，果子挂满枝头，茶树林中，
成群结对的红羽土鸡，有的在觅食，有的在林下乘凉。2000
多只土鸡，每只都有五六斤重，见了生人不停地发出“咯、咯、
嘎、嘎”的叫声，让这片荒凉的山坡充满了生机。

养殖户安锡分今年 30多岁，好客、本分，虽说是个女
的，神态间却带了一股胆气和豪爽。跟她交谈一番后，才明

白，能把这2千余只春节期间可卖掉的鸡养到现在，也就是
像她这样有实力的大户和林中放养的形式才能承受得起。

“养鸡场其实就是油茶林，当初养鸡就是为了达到给油
茶树除草的目的。刚开始时，每天用玉米粉喂，稍大一点后
就放到油茶林里养到今天。”安锡分说，“一般商品鸡生长周
期在3个月左右，而‘茶花鸡’要6个月左右才能卖。原本
想这仅存活下来的2千余只鸡在春节能卖个好价钱，而2017
年2月份在全国各地爆发的禽流感，又让这刚好出栏的鸡一
只都卖不出去，现在还在找识货的买主。”

安锡分还告诉记者：“虽然‘茶花鸡’放养在油茶树林
里，但每天还要给鸡增加几百斤玉米，再这样喂养下去也不
是 办 法 ！ 如 果 买 主 一 次 性 买 得 多 ， 只 要 打 她 的 电 话
（15117833026），他们愿意送货上门。”

（本报平塘记者站 石明钢）

平塘：二千余只茶花土鸡 急盼“识货”买家上门

近日，笔者在三都县都江镇一处河滩的石头表面上发
现了密密麻麻疑似海洋生物化石群，场面震撼。有的图案
清晰可见，有的是多个重叠或连在一起，较为模糊。其中有
的形状酷似海洋生物海星。具体情况，有待专家解谜。

罗朝兵 摄

本报讯 为预防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近日，三都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组织警力开展了
为期10天的县城区交通违法大整治行动。

此次行动，重点检查客货运车、危险品运输车、摩托车
等车辆超速超载，驾驶员无证、疲劳及酒后驾驶等严重交通
违法行为。

检查中，三都交警在县城各主要路口设置临时检查点，

充分利用集成指挥平台系统对行经监控摄像头的车辆进行快
速识别快速查处，并在检查过程中向驾乘人员宣传交通安全
知识，增强群众安全出行的意识，力求在源头上预防和减少
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的发生。

此次行动开展首日，共检查车辆400余辆，共查处各类
交通违法行为50余起，取得了良好的整治效果。

（白应果 本报三都记者站 张奕）

三都开展城区交通违法整治

本报讯 7月 10日凌晨，在都匀市工人路发生的一起
踩踏警车事件，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后，都匀警方立即介入调
查，于当日17时许，将涉事四名女子抓获。

经了解，当日凌晨零时许，这四名女子在都匀市某酒吧
喝完酒后，经过工人路时，为寻求刺激，博人眼球，爬上了路
边警车引擎盖上让同伴为其拍摄视频，随后在某网络平台
上发布炫耀，并让其朋友进行转发。四人的行为因涉嫌寻
衅滋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定，
处以行政拘留 8日。由于四名女子已满 16周岁不满 18周
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因此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公安机
关对其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令其监护人带回家严加教
育。

公安机关提醒，随意踩踏、损毁警车属违法行为，对此
类行为，公安机关将严肃处理。 （刁宏杰）

随意踩踏警车 被处行拘八日

本报讯 近日，由三都县委政府出品，三都县委宣传
部和广州金裕龙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联合摄制的三都文化特
色浓郁的电影《寻找三都》在三都县麒麟山庄举行开机仪
式。

据了解，《寻找三都》由著名制片人、广东影视协会
名誉会长刘勇宏与广东电视台导演李文联手，根据一段故
事改编而成，同时还邀请了广东哈雷摩托车手以及他们团
队共同加盟。剧情以文化旅游为主线，全剧贯穿了三都的
人文与民族特色，展现三都的生态人文与历史传承。

故事主线以一位美丽的俄罗斯女孩寻找三都文化根源
马尾绣来贯穿始终，她在广州遇到哈雷摩托车的两个富家
子弟，他们为了她追到三都，在为爱而战的过程中，让这
两人感受到了三都的包容，也体会到淳朴的三都人的爱与
热情。更让一个初来三都的外国女孩也爱上了三都。

该剧是 2017年首部三都文化传承与网络直播平台合
作共融的网络电影，电影与三都县古村落水族文化紧密相
连，通过故事弘扬三都的包容与正义、传承非物质文化遗
产，同时也向更多的人展示三都水族自治县奇丽秀美的自
然风光。该电影预计在7月初杀青，9月份正式上映。

（本报三都记者站 韦永出 韦大永）

电影《寻找三都》开机

本报讯 为强化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排查食品安全风
险隐患，督促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保障人民生产生
活安全，近日，长顺县市场监管局对辖区内食品生产企业进
行专项检查。

此次专项检查主要针对县内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是否按
照规范程序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并按照食品生产日常监督
检查要点表中的 21项重点项、30项一般项共 51项检查项
目逐一进行现场核查。经检查，未发现违法行为，针对检查
中发现的食品安全制度和相关记录不健全、三防措施不到
位、健康证不齐全等问题与风险点在日常监督检查表上逐
条列出，责令企业负责人现场改正。

此次检查出动执法人员25人次，执法车辆6辆次，共检
查食品生产企业 12家，通过检查，及时规范了食品生产企
业经营行为，从源头上排除了食品安全隐患，落实了监管责
任，同时使食品生产企业的责任意识得到了有效提高。

（陈艳梅）

长顺开展食品生产企业专项检查

本报讯 7月 11日，以“人口流动健康同行·计划生育倡导
文明”为主题的第28个世界人口日宣传活动在都匀市文峰广场
拉开帷幕，都匀市卫计局、市计生协积极配合成员单位开展本次
活动。

活动以倡导全社会关注流动人口健康问题、加强健康科普，
弘扬婚育新风，推进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和健康
素养水平，引导市民树立科学、文明的婚育观念,遵守国家现行
的计划生育政策。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为育龄居民宣传计划生
育政策法规、妇幼生殖保健以及避孕药具使用等相关知识。通
过设立宣传摊点、咨询台、等形式，接受群众咨询。

（蒙道群 本报记者 宫杰）

都匀开展“世界人口日”宣传

本报讯 近日，龙里县召开公务消费服务商家备案培训
会，全县参与公务消费服务的餐饮、办公耗材、车辆维修、车用
油销售等行业参加培训。从8月1日起，只有备案的商家，才能
接受公务消费服务。

培训围绕如何备案及开展公务消费服务进行培训。同时
对承诺使用“龙里县备案商家服务平台”软件，并安装POS机及
税控机，配备电脑、网络、打印机的商家进行备案，从8月1日起，
全县公务消费将以公务卡刷卡的形式结算，原则上不再使用现
金支付。

据了解，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党政机关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进一步加强对公务消费的监督和管
理工作，规范公务消费支出行为，从源头上堵塞公务消费漏洞，
龙里县于今年5月搭建了公务消费网络监管平台，将公务接待、
公务用车、公务外出、会议培训、公务用品采购等主要公务消费
纳入平台监管，实行商家备案管理和公务卡刷卡结算，公务消
费单位凭消费支出明细清单、消费发票、刷卡小票“三单”合一
报账，实现公务消费支出“全程留痕、阳光运行”。 （谭书平）

龙里：商家备案才能接受公务消费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