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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吴薇文/图）经过紧
张有序的施工，中心城区嘉定路第二
阶段道路综合改造工程（嘉定南路
乐山岷江一桥至嘉定中路致江路路
口）（以下简称“嘉定路二期改造工
程”）全封闭路段，于3月31日22时
许如期实现出城方向单向通行。

3月 31 日上午，记者从嘉定路
二期改造工程起点嘉定南路乐山
岷江一桥出发，朝终点嘉定中路致江
路路口前行。只见道路沿线，工人们
正在安装路缘石，焊接雨污管道，清
扫路面；大型机械正在破碎路面，开
挖基坑，吊运施工材料；大型运输车
穿梭在各施工现场，装运沿线碎石
块、泥土和管道……整个工地呈现一
派忙碌景象。与前一周相比，沿线道
路右侧雨污排水管已全部安装完毕，
并完成管道基槽、检查井砼浇筑基槽
的回填，混凝土路面已基本恢复。

记者注意到，在嘉定路二期改造
工程半封闭路段（嘉定南路乐山岷江
一桥至嘉定中路人人乐超市乐山
店），由于右侧道路改造基本完工，左
侧道路改造已开始火热进行，原本设
置在道路左侧的出城方向单行通行
车道被重新设置在道路右侧。通行
车辆正在交通协管员的指挥下，依次

有序通过该路段。
随后，记者来到嘉定路二期改造

工程全封闭路段（嘉定中路人人乐超
市乐山店—嘉定中路致江路路口），
看到道路右侧大部分已经用绿色围
挡设置出一条宽约4米的通道，不时
有工程车从这里通过。道路右侧靠
近人行道的路面已经铺设了一层混
凝土路面，人行道也正在进行花岗石
铺装。在道路左侧，部分雨污水管已
铺设完毕，几台大型挖掘机正在进行
管道基槽回填。不远处，工人们正在
大型机械的配合下，小心翼翼地安装
燃气管道和供水管道。

“截至目前，嘉定路二期改造工程
半封闭路段已完成雨污水管铺设
70%，混凝土道路路面恢复50%，人行
道花岗石铺装20%。”据该项目经理罗
峰介绍，全封闭路段完成雨污水管铺
设80%，混凝土道路路面恢复60%。

对于大家关心的嘉定路二期改
造工程全封闭路段，能否在当天实现
出城方向单向通行的问题，罗峰表
示，经过加班加点抢进度，3月31日
22时许能实现该路段出城方向单向
通行。接下来，他们将按照计划全力
推进施工进度，力争4月底全面完成
嘉定路二期改造工程。 嘉定路二期改造工程全封闭路段已经设置出出城方向单向车道

本报讯（记者 罗晓玲）记者日前从省公安厅高
速公路公安局四分局四大队获悉，因G0512成乐
高速公路扩容施工建设，为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
安全管理，切实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和财产安全，4月 6日 14：00至 6月 30日
17：00，G0512成乐高速公路K122+300棉竹互通
至K71+000眉山互通（全长约51.3公里），将实施
交通管制。

交通管制内容

G0512成乐高速公路乐山至成都方向封闭施
工，车辆从K122+300棉竹互通分流至乐山绕城高
速绕行，同时封闭乐山绕城高速往成乐高速成都
方向匝道，车辆可往乐山（棉竹）收费站出站绕行
至成都方向。

关闭夹江收费站进站。
上述管制措施在此次交通管制时间结束后即

解除。

绕行建议

乐山前往成都方向车辆：由 S66乐自高速-
G4216蓉丽高速-S40遂资眉高速-G4215蓉遵高
速进行全高速绕行。

乐山前往夹江、眉山方向车辆：经省道305线、
省道103线绕行至夹江、眉山、成都方向。

夹江前往乐山车辆：经省道305线或乐夹大道
至乐山。

青神前往眉山、乐山车辆：经眉青公路、省道
103线、岷东大道到眉山、乐山。

4月6日14：00起

成乐高速棉竹互通至眉山互通
实施交通管制

本报讯（记者 罗晓玲）为进一步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全面调
动广大群众参与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的主动性、积极性，充分发挥市民监
督作用，畅通投诉渠道，确保不漏一
处卫生死角、整改提升到位有效，打
赢“全省最干净城市”攻坚战，从即日
起，市城管局启动“城市环境卫生治
理随手拍”有奖曝光活动，邀请市民
寻找身边的卫生死角，随手拍进行举
报。

市民可用摄像机、照相机、手机
将中心城区环境脏乱差、存有卫生死
角等真实环境问题拍摄下来，参与举
报。市城管局将进行统计，指派专人
进行现场核实，情况属实的，将对举
报者进行奖励，并及时督导和协调相
关单位进行整改；对问题严重且不及
时予以整改的，将进行曝光，并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需要提醒
的是，对擅自倒垃圾，并通过举报骗
取奖金的“自导自演”者，将追究相应
责任。

监督曝光区域

中心城区，即东以岷江，南以大

渡河，西以青衣江，北以长青路、鹤
翔路、乐青路、檀木南街为界范围内
的区域。

监督曝光内容

接受市民对中心城区长期无人
清理、积存大量陈年生活垃圾，没有
履行环卫保洁职能，群众意见大，严
重影响周围居民环境和市容市貌的
脏、乱、差问题的监督举报。如卫生
死角、废弃物属于其他责任单位（业
主单位）的，市民也可以反映，市城管
局将会告知相关责任单位（业主单
位）、责任人，并协同、配合做出妥善
处理。

参与方式

1.举报电话：0833-2432040（每
周一至周五，09:00-12:00，14:00-
17:00）。

2.将您拍摄的问题反映照片以
及您的联系方式发送至电子邮箱：
lshw8899@163.com。

3.在乐山城管微信公众号留
言。

市城管局

启动“城市环境卫生治理
随手拍”有奖曝光活动

本报讯（潘娜 记者 鲁倩文）
“感谢县委、县政府的关心和帮
助，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我渡过
难关。”近日，夹江县木城镇工作
人员李某专门来到夹江县委组织
部，对在他家庭陷入困境时给予
的帮助表示感谢。

2020 年底，李某的父亲被
一辆闯红灯的小轿车撞倒在
地，车主肇事逃逸。后经医生
诊断，其父亲为锁骨和多根肋

骨断裂，属于严重的脑胸联合
伤，目前已花费 40 多万元。对
于父母靠种地为生、刚刚参加
工作的李某来说，压力是非常
大的。得知情况后，夹江县委
组织部立即启动干部职工关心
关爱资金申报，为李某申请了 5
万元慰问金，并安排专人常态
化跟踪了解，做好其心理疏导工
作，让李某切切实实感受到组织
的关怀和温暖。

据悉，近年来，夹江县积极探
索完善干部职工关怀和帮扶机
制，先后制定《夹江县机关事业
单位在职干部职工生病住院慰问
实施细则》《夹江县干部职工关
心关爱资金管理使用办法（试
行）》，把关心爱护干部职工落到
实处，让大家切实感受到党的关
怀、组织的温暖，激励广大干部
职工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
为。

夹江

完善机制 关心关爱干部职工
截至3月27日24时，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

毒疫苗突破1亿剂次。几天前，中国新冠病毒疫苗
全球供应也突破了1亿剂次。

双破亿凸显了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为构筑免疫屏
障做出的卓越努力，也彰显了我国在巩固经济恢复
性增长基础和促进国内国外双循环上的坚定信心。

从历史经验看，大规模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性
疾病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接种疫苗人数越多，免疫
屏障就越牢固；接种速度越快，越有助于尽快形成
免疫屏障、回到正常生活状态。接种疫苗不仅能保
护自己，也能更好地保护身边的亲友和同事。

大规模接种新冠疫苗，也是为了更快地恢复正常
的国际交流。一年多来，我国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了阶
段性胜利，境外输入病例能够大概率在入境筛查中被
发现。但是，在国际疫情形势仍不明朗的背景下，恢复
正常国际交流，有必要积极推动接种工作。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当前有一些人对疫苗接
种仍不大积极。对此，有关部门要做好宣传、科普
工作，帮助公众打消各种疑虑，更有意愿积极接种。

此外，在推进疫苗接种过程中，基层干部应发挥
示范作用，带头接种疫苗。此前，一些地区在企业、商
铺门前张贴疫苗接种率公示栏，基层政府部门或可借
鉴，干部带头接种，进而带动更多群众积极跟进。

值得注意的是，在推进疫苗接种过程中，少数
地方出现了一些简单粗暴的不良苗头。例如，有的
学校和主管部门将疫苗接种情况与学生升学毕业、
教师绩效考核挂钩；有的单位无视部分职工特殊身
体情况，“一刀切”要求全员接种；有的地方为提升
企业接种进度，动用行政权力干预企业的正常生产
经营秩序……

这些简单化的做法，不仅可能给不适宜接种的
人群带来医学风险，甚至还可能增加部分群众的抵
触情绪，反而不利于推进疫苗接种工作。

这些不良苗头，究其实，是由于少数地区和单
位急于完成疫苗接种任务，或是考核指挥棒下的攀
比心态作祟。

疫苗接种工作，与疫情防控工作一样，对基层
治理能力也是一场大考，各地方、各单位，都必须按
照中央的决策部署，既积极又稳妥地推进，尤其对
少数有疑虑的群众要耐心答疑、悉心解惑。

接种疫苗要加快
这些“苗头”也要防

（紧接第1版）被中国绿色食品发展
中心和中国绿色食品协会列入国
家绿色农业示范区建设，荣获国家
绿色食品原料（茶叶）标准化生产
基地县、全国十大生态产茶县、全
国重点产茶县等称号。出自马边
的“森林雪”“文彬绿雪”茶叶产品
获得第八届中国名优茶评选一等
奖。

至今 彝家欢歌茶相随

彝茶之乡的马边，茶产业兴
盛，茶文化也繁荣，与彝汉群众的
生产生活、风俗文化相连。

“茶树长彝区，茶香飘汉区。
君饮茶执政，臣饮茶谋事，毕饮茶
祭祖。饮用茶平安，饮用茶吉
祥。”西南民族大学李文华教授曾
谈道，彝文经书中此段文字真切
描述了茶与彝族各群体日常活动
活的“亲密度”。

“不仅如此，彝族中还有一茶
二酒三肉的讲究。”马边彝族自治
县民宗局办公室主任吉胡武甲说，
彝族文化中，毕摩（彝族祭司）在做

相关宗教仪式活动中敬神灵时，第
一步就是献茶，其次才是献酒献
肉，茶在彝族生活中占据了重要一
席。“如今，马边还有不少茶园会延
续习俗，举行开园仪式，祈求风调
雨顺。其实，毕摩口口相传的彝族
文化中，有许多与茶有关的内容。
比如，相传当年在与诸葛亮的对峙
中，孟获方伤员无药医治，孟获母
亲就带领彝族妇女满山找茶叶，捣
烂，敷于伤员伤口消炎。后来孟获
母亲发现天天进山找茶、采茶很不
方便，便将野生茶树移栽到石丈空
（地名），让野生的茶叶从此‘家养
化’，也让茶与马边、与彝族群众的
生活更紧密。”

彝茶之乡的茶文化，存在于
彝族的“大日子”里，也存在于群
众的小日子里。

“彝族对茶叶的认知是不仅
能当药消炎，还能入水饮用。生
活中，特别是彝历新年，大家端上
泡水酒、吃起坨坨肉，跳舞、摔跤、
跳锅庄，通宵达旦后往往会冲泡
上茶水解除油腻和酒气。现在马
边彝族群众除泡茶叶外，仍有很

多还保留着煮茶树根水喝的习
惯。”吉胡武甲向记者介绍说。

在彝族的娱乐和劳作中，茶
也是重要“嘉宾”。“‘阿若妞’在彝
族文化中是情人的代称，也是情
歌的代名词。马边的阿若妞以男
子演唱为主，他们一般会在山上
采茶或采笋、放牧时放声高唱，茶
元素可是彝族儿女爱情的重要

‘见证人’啊。”吉胡武甲笑着说
道，“此外，以往在采茶闲暇时，彝
族群众也常常背靠茶树，吹起彝
族特有的簧乐器口弦，驱走劳作
的疲惫。”

时光荏苒，茶与彝的融汇在
岁月的磨砺中不断延展。

“黑红黄是彝族的代表色，与
茶的种类不谋而合。我们计划在
已有知名度的‘马边绿茶’基础
上，结合县域内日趋成熟的黑茶、
红茶等工艺及产品开发，着力打
造彝黑、彝红、彝黄品牌，制定、完
善彝茶系列相关技术标准，让彝
茶之乡的内涵更加丰富。”朱玲
说，未来，彝茶之乡将续写茶与彝
乡的新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