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肖吟

顶着酷暑高温，一位身穿工作服
的环卫工人正在清扫大街，身后跟着
一名小男孩不停地打着扇子……近
日，发生在乐山街头的这一幕被网友
拍摄下来，感动了无数网友。

据视频拍摄者介绍，视频里的是
环卫工人罗大姐和她的儿子，罗大姐
一直负责打扫中心城区嘉定北路附近
区域的街面卫生，前几天傍晚气温很
高，下班路过时恰好看到罗大姐儿子
为她打扇的温暖瞬间，内心很受触动，
就悄悄拍了下来。

视频里罗大姐“感动得想哭”，大
家也纷纷为孩子的孝顺、懂事点赞，感
叹“炎炎夏日里的一抹清凉，却又如此
暖心。”

百善孝为先，孝敬父母是孩子善
良的美好品德。有网友说，“妈妈扫
的是生活，儿子扇的是孝心。”爱心商
家也为环卫工人的付出而感动，中心
城区某餐饮店的老板特地购买了价
值 4000 多元的矿泉水和西瓜等送到
环卫所，感谢“城市美容师”们的坚守
与付出。

爱出者爱返。乐山是一座不缺爱
的城市，特别是连日的高温天气，更是
处处爱心涌动。连日来，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国家税务总局乐山市税务局、
国网乐山供电公司等全国文明单位纷

纷带头行动起来，开展“志愿服务送
‘清凉’、践行文明暖人心”活动，派出
党员服务队，深入项目工地、重点企
业，及社区村组孤寡、残疾人员家中，
为高温下依然坚守在一线的户外劳动
者送去防暑降温物资，把夏日“清凉”
和暖心关怀送到特殊困难群众身边。

一座城市的美丽不仅因其深厚的
文化底蕴，也源于在这片文化沃土的
滋养下，崇德向善的优秀传统。日常
生活中一个个小善行，看似质朴平凡
却又彰显大德，不仅给人以温暖和启
迪，同时又如春雨润物无声，为整个社
会注入向上向善的文明力量。

当前，乐山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我们是这座城市的主人，一
座城市的“大文明”由我们每个人的

“小文明”凝聚而成，文明城市的建设，
良好社会风尚的养成，离不开我们每
一个人持之以恒的努力。

让我们都行动起来，深入开展“践
行十爱·德耀嘉州”活动，厚植家国情
怀、家园意识、家人心理，常怀向善之
心、常做为善之事,积极参与向善义
举，让向上向善的文明新风在这座城
市里不断涌动，让德的力量、爱的力量
在嘉州大地熠熠生辉。

让爱的力量熠熠生辉

省运会赛事项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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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
是我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
治任务。全市各县（市、区）深入贯彻
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决策部署、细化实
化方法措施，迅速掀起学习贯彻会议
精神热潮。围绕贯彻落实省第十二次
党代会精神谈认识体会和思路举措，
近日，记者专访了峨边彝族自治县委
书记漆宾。

记者：将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
贯彻到实处，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峨边如何作为？

漆宾：峨边坚持把学习宣传贯彻省
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与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
示精神、省委书记王晓晖来乐山调研
指示精神结合起来，推动各项工作落
地落细落实。一是层层发动抓学习。
组织全县广大党员干部集中观看大会
直播，及时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县委
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县级
干部和乡科主要领导干部读书班等进
行专题学习，将全县党员干部思想统
一到省党代会精神上来。二是丰富载
体抓宣讲。由县级领导带队，组建县

乡两级宣讲队、小分队8支，结合“七
一”系列活动，深入各级党组织开展集
中宣讲82场；通过乡镇论坛书记讲、德
古讲堂乡贤讲、田间课堂群众讲、微信
视频双语讲等载体，推动党代会精神

“飞入寻常百姓家”。三是聚力聚焦抓
落实。按照省委“讲政治、抓发展、惠
民生、保安全”工作总思路和市委

“345”工作思路，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接续奋斗乡村振兴，聚焦城区、
景区、园区“三区联动”，坚持党建引领
举旗帜、培植优势兴产业、项目支撑强
基础、民生为本重医教、移风易俗树新
风，加快建设大小凉山地区共同富裕
示范县、高质量发展新门户。

记者：目前峨边重大项目推进情
况如何？有哪些具体举措来确保实现
全年目标任务？

漆宾：我们紧扣“重大产业项目攻
坚年”工作主题，统筹推进全县重大项
目工作，全力以赴稳住经济基本盘，12
个省、市重点项目分别完成年度投资
计划的62%、60.68%。接下来，我们将
从三个方面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
一是加强要素保障。坚持要素跟着重
大项目走，深化“政银企”合作，盘活低
产低效土地，制定支持企业人才队伍
建设办法，强化资金、土地、人才保

障。二是抢抓项目进度。通过“以旬
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保年”，加强过程
监控，强化监督检查，抢工期、保节点、
赶进度，尽快完成投资量。三是压实
工作责任。严格落实项目“五方责任
主体”制度，紧盯项目开工率、按期竣
工率、资金拨付率、投资完成率“四
率”，实施项目“红黑榜”和“四色预警”
考核机制，树立“大抓项目、抓大项目”
的鲜明导向。

记者：围绕稳增长、稳市场主体、
保就业这一现阶段中心任务，峨边有
哪些思路和实招，取得了哪些成效？

漆宾：我们坚决扛起稳增长的重
大政治责任，顶住压力、迎难而上，工
作再加劲、措施再加力、进度再加快，
努力使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坚决确
保“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
安全”。一是竭尽全力稳增长。落实
国、省、市系列政策，出台“县十条”扶
持措施，预计1—6月，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用水量 20.66 万立方米，同比增

长10.2%；用电量 10.45 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13.7%。全力抓好 2022 年新
增债券项目包装，包装生成长江经济
带林竹产业发展、太阳坪田园综合
体、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等项目13个总
投资 86 亿元。二是千方百计稳主
体。落实困难行业、困难中小微企
业、个体工商户阶段性缓缴社保费水
费、免除房租和400万元以下政府工
程采购项目全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等
扶持政策。1—6月，全县市场主体同
比增加 5%，新增减免缓退税 1.07 亿
元。三是想方设法保就业。出台稳市
场保就业促消费10条措施，对县外稳
定务工3个月以上的脱贫劳动力，给予
就业奖补和交通补贴。针对返乡农民
工、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落实援企稳
岗政策，兑现第一批次21家企业1824
名职工稳岗补贴103.5万元。强化劳
务输出，累计组织13场招聘会提供就
业岗位6.1万余个，“一站式”“点对点”
护送农民工外出务工4.64万人。

奋进赶考路扬帆新征程
——专访峨边彝族自治县委书记漆宾

■ 记者 白建伟

迈步新征程 谱写新篇章
——学习贯彻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

开 赛 完 赛

本报讯（实习生 李怡宁 记者 曾梦
园）昨（17）日，“四川农信杯”四川省第
十四届运动会“红鑫·花园城杯”曲棍球
比赛，在犍为县第一中学开赛。来自成
都、攀枝花、德阳、绵阳等10个市（州）的
300余名运动员齐聚犍为，展开为期10
天的精彩角逐。

比赛现场，天空虽然下着雨，但依
旧扑灭不了大家的比赛热情。赛场
上，选手们传球、推球、跑位，与对手展

开激烈的角逐，尽情展示该项运动的
魅力。

本次赛事共分为甲、乙、丙三个组
别，甲组进行七人制比赛，乙、丙组进行
六人制比赛；比赛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
段为分组循环赛，第二阶段为交叉淘汰
赛。三个组别比赛均录取前八名，颁发
获奖证书，同时对前三名颁发金、银、铜
牌；对优秀的运动队、运动员和裁判员颁
发体育道德风尚奖。

省运会女子曲棍球比赛挥杆

本报讯（记者 钟成甲）7 月 16 日，
“四川农信杯”四川省第十四届运动会
足球（男女甲组）比赛首轮小组赛，在乐
山职业技术学院、乐山市嘉祥外国语实
验学校、市体育中心同时开赛。

小组赛首日，男女甲组各有16支参
赛队伍进行8场比赛。炎热的天气丝毫
没有影响场上球员的发挥，不知疲倦的

奔跑、积极的拼抢、教练和球员们的呼
喊，让比赛激烈精彩无比。

本次赛事分为分组单循环赛和决赛
两个阶段，决赛阶段采用交叉淘汰附加
赛制。共有来自乐山、广安、绵阳等21
个市（州）的34支队伍728队员参赛（其
中，男队员391人、女队员337人），在为
期8天的比赛中将角逐出12枚金牌。

省运会足球（男女甲组）比赛开踢

本报讯（记者何思源）7月16日，“四川
农信杯”四川省第十四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
项目三人制篮球比赛项目，在乐山市奥体中
心体育馆开赛。此次比赛共有15支代表
队、88人参赛，项目将产生2枚金牌。

当日，随着栽判的一声哨响，首场比

赛正式开始。球员们展开高水平的较
量，默契的配合、精准的投篮、激烈的对
抗……比赛一开始就争夺激烈，各方比
分交替上升，赛场紧张而精彩。

此次赛事为期4天，将于7月19日
正式结束。

省运会青少年体育项目
三人制篮球比赛开打

本报讯（记者 黄曦）7月 16日，“四
川农信杯”四川省第十四届运动会帆船
（帆板）、冲浪比赛，在四川省邛海水上
运动学校拉开帷幕。

本次省运会帆船（帆板）、冲浪比赛
队伍，来自成都市、乐山市、泸州市、德

阳市、绵阳市等10个市（州），共有参赛
运动员55人。

本次赛事将进行 5 天，设有帆船
（场地赛）、帆板（场地赛）、冲浪比赛
（个人赛），期待选手们赛出水平、赛
出成绩。

省运会帆船（帆板）、冲浪比赛开赛

本报讯（李帅 记者 鲁倩文）昨（17）
日，“四川农信杯”四川省第十四届运动
会“金石新能源杯”群众体育项目围棋比
赛在沐川县开赛，来自省内各市（州）、各
行业的19支代表队共179名运动员同
场竞技。

比赛现场，参赛运动员沉浸在黑白
乾坤中，谨慎对待每一次落子，或眉头
紧皱或快速行棋，以最佳竞技状态对

弈每一步棋，充分展现出围棋国粹的
精髓。经过激烈角逐，乐山市、眉山市
等代表队在首轮比赛中获得不俗成
绩。

本次围棋比赛按照不同年龄段，共
设全民团体、男子个人和女子个人7个
组别；采取积分制，7轮比赛积分高者获
胜，将于7月19日决出团体和个人冠亚
季军。

省运会群众体育项目围棋比赛开赛

本报讯（记者 何思源）昨（17）日上午，
“四川农信杯”四川省第十四届运动会群众体
育项目乒乓球比赛在结束市州男单、女单第
二阶段比赛后，在乐山市奥体中心圆满落幕。

在当日上午举行的市州组男单、女单第
二阶段比赛现场，参赛选手纷纷使出浑身解
数，你来我往，“乒”出快乐、搏出精彩。

在男子组单打比赛中，由成都市代表队
分别夺得18-25岁组、26-35岁组、36-45岁
组、56-65岁组冠军，自贡市夺得46-55岁组
冠军；在女子组单打比赛中，乐山市代表队夺

得18-25岁组冠军，泸州市代表队分别夺得
26-35岁组、46-55岁组冠军，成都市代表队
分别夺得36-45岁组、56-65岁组冠军。

在行业体协组，男子组单打比赛由国网
四川省电力公司分别夺得18-25岁组、46-
55岁组、56-65岁组冠军，四川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夺得26-35岁组冠军，蜀道集团夺得
36-45岁组冠军；女子组单打比赛，由国网四
川省电力公司分别夺得18-25岁组、46-55
岁组、56-65岁组冠军，蜀道集团分别夺得
26-35岁组、36-45岁组冠军。

省运会群众体育项目乒乓球比赛落幕

本报讯（记者 何思源）昨（17）日上午，
“四川农信杯”四川省第十四届运动会群众
体育项目乒乓球比赛，在乐山市奥体中心圆
满落幕。经过激烈比拼，乐山市代表队夺得
1金1银2铜。

比赛中，来自乐山市代表队的18岁至25
组运动员杨思嫚直落三局，战胜成都市代表队

运动员陈卿可，为乐山市代表队赢得该组别冠
军，拿到了宝贵的一枚金牌。在男子组单打比
赛中，乐山市代表队胡腾获得男子18-25岁
组季军、陈贞豪获得男子36-45岁组季军。

加上之前取得的市州组男子团体银
牌，此次群众体育项目乒乓球比赛中，乐山
市代表队共取得1金1银2铜的好成绩。

省运会群众体育项目乒乓球比赛
乐山市代表队夺得1金1银2铜

本报讯（记者 黄曦）昨（17）日，“四川农
信杯”四川省第十四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
目传统武术比赛，在峨眉山市中信国安体
育馆圆满落下帷幕，23枚金牌花落各家。

在为期三天的比赛中，来自成都、达州、
广安、乐山等18个市（州）的200多名运动
员，在男、女组规定陈氏太极拳、传统器双
械、峨眉拳以及集体项目规定24式太极拳、
规定42式太极剑等23个小项的传统武术
比赛中，切磋技艺、同台竞技，为现场观众
带来了一场场视觉盛宴。

其中，来自德阳市代表队的刘传学、
成都市代表队的陈晓娟，分别获得男、女
子组规定陈式太极拳金牌；来自广元市代
表队的王强、绵阳市代表队的唐小英，分
别获得男、女子组规定吴式太极拳金牌；
来自成都市代表队的卢胜斌、南充市代表
队的孟进，分别获得男、女子组规定武式
太极拳金牌；来自成都市代表队的田飞

鹰、秦玉芳，分别获得男、女子组规定孙式
太极拳金牌；来自成都市代表队的曾科、
德阳市代表队的钟光英，分别获得男、女
子组峨眉拳金牌；来自成都市代表队的冯
英学、泸州市代表队的秦晓华，分别获得
男、女子组规定杨式太极拳金牌；来自广
安市代表队的付大勇、乐山市代表队的李
丽，分别获得男、女子组规定42式太极拳
金牌；来自乐山市代表队的张鸿桀、马永
珍，分别获得男、女子组规定42式太极剑
金牌；来自自贡市代表队的赖仕平、南充
市代表队的倪婷，分别获得男、女子组传
统双器械金牌；来自成都市代表队的李道
政、乐山市代表队的张虹，分别获得男、女
子组传统单器械金牌。绵阳市代表队获
得集体项目规定 24 式太极拳金牌，攀枝
花市代表队获得集体项目规定42式太极
拳金牌，成都市代表队获得集体项目规定
42式太极剑金牌。

省运会群众体育项目传统武术比赛完赛

三人篮球是新兴运动，由街头篮球发展而来，
已被认为是世界第一的城市团体运动项目。

三人篮球起源于美国街头黑人孩子的三对三
斗牛赛，2017年6月9日，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官方
宣布，三人篮球正式成为奥运比赛项目。

三人篮球最高组织机构是国际篮球联合会，成
立于1932年6月18日，总部设于瑞士尼永；中国的
最高组织机构是中国篮球协会，1956 年 10 月成立
于北京。

场地：半个标准的篮球场（14 米×15 米）或按
半场比例适当缩小（长度减2米，宽度减1米），地面
坚实、平整。

球篮：距地面 3.05 米的篮圈提供给男、女成年
组及男子初中（含初中）以上青年组;距地面2. 80米
的篮圈提供给男子小学组、女子初中及小学组。

篮球：男、女成年组及男、女初中组以上青年组
可使用圆周在 75~78 厘米、质量在 567~650 克的球;
男、女小学组可使用圆周在 68~72 厘米、质量在
490~500克的球。 （据省运会官网）

三人篮球

（截至7月17日）

本报讯（记者 黄曦）昨（17）日，“四川农
信杯”四川省第十四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
目传统武术比赛圆满落幕，乐山市代表队
不辱使命，取得4金2银的好成绩。

在为期3天的比赛中，参加女子组规定
42式太极拳的李丽、男子组规定42式太极

剑的张鸿桀、女子组规定42式太极剑的马
永珍、女子组传统单器械的张虹，分别为乐
山市代表队摘得金牌；参加男子组传统单
器械的任平，为乐山市代表队获得1枚银
牌。另外，在集体项目规定42式太极剑比
赛中，乐山市代表队获得银牌。

省运会群众体育项目传统武术比赛
乐山市代表队夺得4金2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