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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新论
我：“暑假这么长时间了，

你每天在运动吗？”
女儿：……
我：“每天运动一下好吗？”
女儿：“好嘛，我每天都有

在游戏里运动。我在游戏里挖
矿、游泳、划船……”

我竟无言以对。
小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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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商低
饭桌上，大家聊到暑假去四姑娘山玩的话题。
远远：“我们去年去川西小环线旅游时本来要去四

姑娘山玩的，可惜封路了，我们就没去。”
姑父：“疯了呀？路咋疯了呢？你们怎么不给它吃

点药呀？”
远远：“我说的封是封闭的封。”
姑父：“啊，是嘛，疯了就要吃药呗！”
远远：“此封非彼疯。姑爹，你这样说显得你的智

商好低呀！”
大家哄堂大笑。 九妈

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唤来了他们一天的
辛劳；傍晚的最后一丝残阳，目睹了他们归
家的急切。迎着晨曦，他们走来，开始一天
的清扫工作；背对星辰，他们离开，留下干净
的街道。为了将垃圾分类，他们用手在垃圾
堆里翻找；为了捡拾一根烟头，他们在车缝
间穿梭。他们是城市的美容师——环卫工
人。顶着骄阳似火，他们在街道上奔波，尽
管挥汗如雨，依旧没有停下手中的扫帚。

也许致敬环卫工人的念头由来已久，但
真正促使我行动的是听妈妈讲述买菜路上
发生的一件小事。是呀，我们可以为他们做
些什么呀！还等什么呢？

趁着小组休息，我们几个一合计，决定给
这些高温下坚守的环卫工人们送去一些“清
凉”。为了体现我们的心意，我们没有要父母
的赞助，而是走遍了乐山几家大型超市进行
比价，因为我们要让我们的钱发挥最大的价
值——买到最多的水。当我们带着参与班级
各项活动所获得的奖励经费和平时积攒的零
花钱来到超市时，内心一阵欣喜。连拖带拽
将水运上车时，汗水已将衣衫浸湿。

第二天来得那么急切，可当真正抵达
时，才发现自己是那么紧张。只有水会不会
太寒酸？会不会影响他们工作？会不会
……一个个问题好似泡泡，从心底冒出。最
终，满载我们的感激，代表我们心意的矿泉
水被送去了环卫所。黝黑的脸庞，透露出辛
劳；略显疲惫的眼睛，流露出善良；手上的老
茧，彰显着坚守；有些局促的神情，代表着朴
实。看着工人们满脸笑意，我昨晚搬水时留
下的汗水，似乎也化为了丝丝甘泉，沁入我
们的心脾。

我们的健康，由医护人员守护；我们的安
全，由警察守护；世界的和平，由军人守护；地
球的干净，由环卫工人守护。虽然我们不能
顶替他们，也不能给他们减轻负担，但我们可
以努力做好自己，爱护环境。为了让工人们
不再那么辛苦，为了人类更加幸福，为了地球
更加美好，让我们拾起垃圾，拾起文明；垃圾
分类，携起手来美化家园，保护世界！给垃圾
选一条循环利用的路，给人类谋一条和谐发
展的路，给环境一条“清凉”的路。

你给我干净
我送你“清凉”

乐山市实验中学七年级14班 先美灵

暑假已经过去好多天了，这天，妈妈
终于答应带上我和妹妹去犍为，去坐一坐
闻名已久的嘉阳小火车。

因为爸爸要去武术馆当教练，所以外
公和外婆也决定一起去。从乐山到犍为，
有好几条路可以走。放假前，王老师告诉
我们，暑假研学旅行，我们可以自己学着
研究制定旅游线路。所以我也和妈妈讨
论了半天，最终还是决定走高速公路，这
样能节省半个小时。

来到嘉阳小火车景区，妈妈去买票，
我和妹妹都等不及了。

上了火车，我的票是 1 号车厢的 18
号，正好靠着窗口，真是太好了，可以好好
地看看窗外的风景了。

小火车上有一位讲解员阿姨，她告诉
我们，这是全世界唯一还在运营的客运窄
轨蒸汽火车，它的轨道距离只有762毫米，
比国家标准列车轨距少了近一半。

“什么？唯一运营着的火车？”我惊讶
地差点叫出声来。

讲解员阿姨说，现在是夏天，算不上
乘坐小火车的最佳时节。每年春天，小火
车经过的地方，从窗口看去，处处都是金
黄的油菜花，就像行驶在花海里，美极
了！每到那时，不仅全国各地的游客都会
来，而且还有很多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呢！

唉，听到这里，我觉得真不凑巧，如果
我春天能来该多好啊。

听着阿姨的讲解，看这窗外的风景，
不知不觉，小火车进入了隧道，我还以为
会伸手不见五指呢，结果隧道里还有明亮
的灯光，也挺有趣。

上车的时候，我不知道会坐多久，结
果火车开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简直把我
饿得头晕目眩。哎呀，这时候要是有个鸡
腿就好了。

下了车，妈妈请我们吃午饭，终于得
救了，我一连吃了两碗米饭，都还没觉得
饱呢，倒是妹妹吵着说她不要那么多饭，
难道她不饿吗？真是的！

吃完午饭已经是下午1点多了，我们
又去参观了嘉阳国家矿山公园。

游览的时候，时间总是过得很快，我
们该回家了。归来的路上，我下定决心，
明年春天，我一定还要来坐小火车。

嘉阳小火车之旅
乐山市徐家扁小学2018级9班 于浩威

指导老师 王丽

沙湾区的硝洞岩瀑布，没有故宫的辉煌，没有黄山
的葱郁，没有桂林山水那样无穷无尽的美，它，一个不起
眼的小地方，却让我为之陶醉。

那天，我们坐着车，沿着滚滚流淌的大渡河，逆流而
上，来到了葱葱郁郁的山林间。右旁的陡壁是那么高、
那么险，石缝里钻出各色各异的花、绿油油的草。

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行驶了半小时，我们来到停车
场，下了车，沿着山间小路往上爬，山路陡峭且险峻，走
着走着就到了硝洞岩瀑布的观景台。放眼望去，从天而
降的瀑布倾泻而下，那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
九天”的壮美。我们迫不及待地沿着台阶往下走，眼前
的瀑布，就像一条白帘挂在天幕，又像是一抹白纱飘在
空中，更像是一道白光从天而降。

沿着石阶，我们就到了坑底，到处都是大且嶙峋的
石头，几个大小不一的洞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们跳了下
去，洞中一片漆黑，清爽凉快，打开手电筒，我们沿着大
路往前走，有些洞是连起来的，可以穿进穿出；有些洞，
走到半路，就没路了，由于没有提前做好探险的准备，我
们只好作罢，遗憾地出来了。

走出洞口，我喜出望外，自己来到了一眼看不到
底的潭水前，瀑布从天而降，水花四溅，冰冰凉凉地拍
打在我的脸上，对面，还有小朋友们在那石头间搬着
螃蟹，时不时有人大叫一声，整个声音在深潭中回荡
……沿着小路，我们回到了观景台，转瞬之间，美丽的
双彩虹挂在瀑布之上，像两座七彩天桥，又像是仙女
的七彩丝带，连着你连着我。老鹰在蓝天白云间盘旋
鸣叫，我情不自禁地就吟诵了两句“山光悦鸟性，潭影
空人心”。

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
了，留有一丝丝遗憾，听着歌，看着车窗外的风景出了
山……

游硝洞岩瀑布
乐山市通江小学四年级3班 赵嘉琪

指导老师 王晓梅

“走走走走，我们小手拉小手，走走走走，一同去郊游
……”我唱着欢快的歌谣，和家人一起到峨眉山游玩。

我们来到峨眉山脚下的一条小溪旁，这里绿树成
荫，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大地上，知了在枝头吱吱地叫着，
几只美丽的蝴蝶在我身旁翩翩起舞，好像在和我的花裙
子比美呢！小溪的水哗啦啦地流着，清澈见底，我伸手
摸了摸小溪的水，冰冰凉凉的，真舒服。

我拿着小水桶在溪边玩起来，看到几只小鱼在小溪
里嬉戏。突然，我看见几朵小花漂浮在水面上，真美！
抬头一看，原来是大树开的花掉了下来，我灵机一动，想
到用这些花来做美味佳肴。于是，我捡了几片叶子当盘

子，再把花当成菜摆在叶子上，又摘了些小草做点
缀，“菜”就做好了。我把菜端上桌说：“开饭喽

——”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郊游真有趣！

去郊游
乐山市实验小学二年级1班 徐芷兰

指导老师 徐建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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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味扰民
调整喷漆方式

本报讯（记者 王倩）7月28日，一位市民拨打
12345心连心服务热线表示，自己家住乐山中心
城区泊水街，家旁边的一所幼儿园最近在装修，
味道特别大，自己用空气净化器测量后显示为重
度污染，也不知道对方用的什么材料，望帮助。

接到市民反映后，市心连心服务中心将事项
交乐山市教育局核实处理。

市教育局工作人员调查了解到，目前该幼儿
园正在进行校园大门及走廊喷漆，因油漆使用喷
枪进行喷涂，导致油漆飘散后气味过大影响周边
群众生活，市民反映情况属实。经查，该园施工
中使用的是丁顿牌氟碳漆，产品使用的专用调和
剂稀释，有国家危险化学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
具的检验合格证明。氟碳漆本身没有味道，产生
味道的是漆类调和剂，使用的调和剂也是环保型
专用材料，有味但无毒，对人体健康无影响。

为解决市民反映的问题，工作人员已安排施
工方调整喷涂为涂刷方式，减少油漆的气味传
播。针对早上味道特别明显的问题，则要求施工
方早上减少进行有气味的施工。根据施工方案，
本次项目漆面施工预计在8月5日前完成，工作
人员已要求施工方抓紧施工，力争早日完工，减
少对周边住户的影响。

7月30日，市教育局工作人员联系该市民，告
知其调查及处理结果，该市民表示理解与支持。

驾照丢失
这样补办

本报讯（记者 王倩）7月26日，石女士拨打
12345心连心服务热线表示，她的驾照丢了，想
咨询除了市中区嘉祥路的车管所可以补办驾照
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补办。同时还想咨
询乐山是否开始实行电子驾照。

接到市民反映后，市心连心服务中心将事项
交乐山市公安局核实处理。

乐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交管所民警调查核
实后，于7月26日下午电话联系到石女士，并告
知，驾驶证期满换证需要准备白底一寸照片2张、
驾驶证体检表、驾驶证原件、身份证原件到就近
车管所办理期满换证业务；也可以在12123APP
线上申请办理期满换证。关于电子驾驶证的申
领，从2021年6月1日起全国仅有成都、苏州、天
津是电子驾驶证试点城市，乐山现在还不是试点
城市，石女士可以关注乐山交警微信公众号，交
警部门将第一时间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实施时
间。收到回复后，石女士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本报讯（记者吴薇）8月7日，立秋。但今年
乐山的立秋不太消停，8月8日，虽然乐山只普
降了小雨，但当天却成为8月以来乐山最凉爽的
一天。可还没开心多久，从8月9日开始，高温
天气再次回归。到昨（10）日，乐山市气象台已
经连续发布了两次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截至当
天14时，乐山中心城区最高气温达34.7℃。

记者昨日从乐山市气象台获悉，本周多数
时间维持白天多云天气，夜晚多阵雨或雷雨。

好消息是，目前雨水正在赶来的路上。今
（11）日晚上，雨水就来降温了。预计8月11日
晚上到12日白天，乐山会出现阵雨或雷雨转阴
天气，局部中到大雨，个别地方暴雨，最低气温
22-25℃，最高气温33-35℃。

今晚
或有大雨来降温

本报讯（张小华 记者 谭晓勇 摄影报道）
“目前，220千伏铜乐一线导线对地距离31.5
米，允许高大机具在25.5米以下距离作业。”8
月9日，在沙湾区福禄镇干坝子村，国网乐山供
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特别安全巡查组成员王天
强在巡查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乐西高速公路
SG2标段施工现场时，与施工人员密切沟通协
调，以防施工不当引发外力破坏电力设施和伤
亡事故的发生。

为服务好乐西高速公路建设工作，扎实推
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国网乐山供电
公司输电运检中心专门成立特别安全巡查组，

在2名党员同志的带领下，顶烈日冒酷暑，穿梭
巡查在乐西高速公路施工现场，为施工单位高
压电力线路施工作业把控好安全关，测量好安
全距离。

除安全巡查外，特别安全巡查组还在已开
工的区段安装了在线监控装置7台、安全警示
牌9个、发放宣传单150份。下一步，特别安全
巡查组将根据施工进度，继续在施工点位加装
在线监控装置及警示牌。除每天进行在线监控
巡查外，还不定期开展现场隐患排查，并为现场
管理人员和大型机具作业人员开展涉电作业安
全培训，杜绝涉电安全事故发生。

国网乐山：
护航乐西高速公路建设

设置警示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