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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罗曦）昨（14）日，记者从乐山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9月13日在资阳市
举行的四川省首届农民工服务周活动暨第二届西
部农民工返乡创业大赛四川省决赛上，来自犍为
县的“兔老板”罗凤英带来的《“兔公馆”三产融合
助力乡村振兴》项目，从参加决赛的22个返乡创业
项目中脱颖而出，获得决赛一等奖。她将与另外
一名一等奖获得者和三名二等奖获得者一起，作
为四川农民工返乡创业项目代表，参加第二届西
部农民工返乡创业大赛。

2017年，犍为县返乡农民工罗凤英带着积蓄
和养兔技能回到家乡创业。“十三五”期间，罗凤英
以“四川养兔行业的标杆企业”为发展目标，着力
打造一个农旅融合的兔公馆，她也从打工妹成长
为赫赫有名的兔老板。

提及自己的创业经历，罗凤英感慨：“乡村振
兴给农村带来了很多机会，农民工返乡创业大有
可为。通过返乡创业，我把小兔子做成了大产业，
在乡村振兴中我将带动乡亲们致富增收。”

在当地政府支持下，目前，罗凤英创建的乐山

市金博恒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一步步成长为国家
兔产业技术体系乐山综合实验站、四川省级畜牧
标准化示范企业。如今，园区建有21栋标准化、自
动化养殖车间，商品兔年出栏量已达到 200万
只。目前她已注册了“兔公馆”等6个商标，从“一
产”到“三产”全面涉入，带动了300多家养殖户就
业创业，去年营收达到8000多万元。

据了解，四川省首届农民工服务周活动暨第
二届西部农民工返乡创业大赛自开展以来，经过
21个市（州）选拔推荐，大赛组委会资格审核，最终
遴选出22个创业项目参加四川省决赛。这些项目
涵盖农业种养殖、生态环保、文旅康养、生物医药、
人工智能、电子商务、大数据等多个领域，极具代
表性和成长潜力，是全省各地农民工返乡创业的
代表项目。

决赛采取“6+3+1”模式，即各参赛项目通过6
分钟PPT路演，对项目基本情况、优势特色、核心
竞争力进行集中推介。推介结束后，评委点评3分
钟，现场打分1分钟。通过一天的激烈角逐，大赛
决出一等奖2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5名。

犍为“兔老板”
斩获省级创业大赛一等奖

本报讯（记者 宋雪）“我的孩子就读
乐山高新区实验小学一年级，每天17时
放学，但是学校的交通车半小时后才发
班，周围又没有其他公交车可乘坐，这就
导致孩子要多滞留很长时间。”9月3日，
家住乐山高新区江鳞御景小区的钟女士
拨打12345心连心服务热线，表示家长因
工作不方便每日接送，而孩子滞留期间可
能存在安全隐患，建议多开通公交车或者
专线车。

接到热线后，市心连心服务中心将事
项交乐山高新区管委会办理。经核实，钟
女士提到的交通车，是乐山高新区管委会
方便园区市民和企业职工出行开设的交通
车。乐山高新区实验小学开学后，为方便
学生而将其中两辆交通车调剂，用于学生
上学放学时间段乘坐。

根据学校时间安排，交通车下午放学
后的第一班车负责接送一年级、二年级学
生乘坐，其中二年级的放学时间为17：10，
考虑到低年级学生行动较缓慢，故第一班
车的发班时间定为17：30比较合适。针对
钟女士的建议，乐山高新区将积极对接市
交通运输局，争取早日开通园区公交专线，
解决居民和学生的出行问题。

孩子放学乘车不便
争取早日开通公交专线

本报讯（记者 宋雪）“我昨晚在金口河
区和平路某超市买了一袋‘金元宝’牌大
米，回家后发现里面长了虫，于是到超市
咨询，但售货员却说是我购买时自己没看
清楚，大米生虫是正常现象。”8月28日，
市民腾女士拨打12345心连心服务热线
投诉，认为超市的解释不合理。

接到热线后，市心连心服务中心将事
项交金口河区人民政府，由金口河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办理。在与腾女士电话联系
了解基本情况后，执法人员到该超市开展
食品安全检查，发现超市库房内存放有8
袋“金元宝”牌大米，生产日期标示为2020
年 12月 5日，无涂改痕迹，保质期18个
月，肉眼观察包装内大米色泽正常、无霉
变现象，每袋大米内有少数“米虫”爬行，
超市负责人表示该批产品已做退货处理。

因大米属稻谷初加工后的食用农产
品，在未添加防腐剂和防虫剂的同时，存
储于适宜的温度、湿度环境中会自然生
长“米虫”，在未超过保质期的情况下剔
除“米虫”并清洗蒸煮成米饭，不影响食
用安全。而针对该超市大米储存条件问
题，执法人员现场责令超市负责人改善
库房和超市内部的通风条件，增加温湿
度调节设施，同时加强进货查验和平时
食品管理，提高服务水平、避免消费纠
纷。

随后，工作人员将对该超市的检查处
理情况告知了腾女士，并就大米生虫的
现象做了解释，超市负责人也现场向腾
女士表达歉意，表示将加强食品安全管
理和从业人员服务水平管理，腾女士对
办理情况表示了认可。

超市买的米长虫？
部门现场检查 超市致歉

黑竹沟游人如织 黑竹沟景区管委会供图

本报讯（记者 唐诗敏）
“今年黑竹沟景区旅游情况非
常不错，省内游客居多，尤其
受成都游客青睐。”近日，峨边
彝族自治县黑竹沟景区管委
会副主任张超告诉记者。

今年7月，峨眉至汉源高
速公路峨眉至峨边段正式开
通，打通峨边彝族自治县与外
界沟通联系的交通大动脉，从
峨眉到峨边的车程大大缩短，
直接为峨边文旅业赋能。这
让疫情期间，许多无法出省旅
行的省内游客将目光投向黑
竹沟。据统计，2021年以来，
黑竹沟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4.2729 万 人 ，同 比 增 长
623.24%，旅游收入 146.425
万元，同比增长513.27%。

黑竹沟迎来旅游热

本报讯（记者 张波 摄
影报道）“乡村风光美如画，
果然名不虚传。”9月12日，
趁着天气晴好，许多市民、
游客携家人、朋友来到位于
峨眉山市高桥镇的高桥小
镇打卡，优美的田园风光、
清新宜人的空气收获了一
片赞扬声。

山坡上，金黄的稻谷铺
满了田野，随着风儿摇曳，
仿佛让人走进了童画世界；
五颜六色的波斯菊十分雅
致，不仅吸引了翩翩起舞的
蝴蝶，也吸引了很多游人拍
照；草坪、溪流、葡萄架、咖
啡馆……沿着弯曲延伸的
乡间小路漫步，心情也顿感
舒畅、惬意。

高桥小镇田园美

游人漫步乡间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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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言 趣 语童 言 趣 语

考不上了
昨天看牙的医生在某高校口

腔专业进修，聊起了高考分数线。
爸爸：“那个大学的口腔专业

高考录取分数线大概是640分，比
清华大学少不了多少。”

娃（小学生）在一边郁闷地说：
“妈，我是考不上了，我上学期三科
加起来300分都不到……”

梦鹿

温柔
我：“阳阳，你喜不喜欢林教练（游泳课教练）？”
阳阳：“喜欢！”
我：“你是不是觉得林教练特别温柔？”
阳阳：“是。”
我：“那你觉得妈妈温柔还是林教练温柔？”
阳阳：“林教练。”
我：“为什么？”
阳阳：“因为妈妈天天都要打我！”
我：……… 丽娟

一阵秋风吹过，我窗台上那盆花的花瓣飘落下来，让人
感伤。还有另一件让我伤感的事情，我的语文老师曹老师这
学期要暂时离开我们，去教低年级了。

曹老师是我的语文启蒙老师，她教会了我许多知识，把
我从一个什么也不知道的懵懂女孩，变成一个对知识充满好
奇的少年。以前我总觉得，语文学习很简单，是曹老师让我
体会到——知识是无穷无尽无边无垠的海洋，我是遨游在大
海中的一艘帆船，曹老师则是一名耐心引导我的护航员。

曹老师就像我面前的这盆花一样，长得漂亮而且和婉。
她留着一肩如芭比娃娃一样的长头发，柔软地披在肩头。她
那双好看的眼睛，好像会说话一样，眼中的言语总是透过厚厚
的镜片发射到同学那儿去。她温柔的性格就像柔嫩而美丽的
花瓣，那张像花瓣卷起来一般的嘴唇，说起话来总是轻言轻语
的，就像花开放的声音。她走路也是轻手轻脚的，就像是怕惊
动了脚边的花草。她知识渊博，才华就像那花蕊，常常三言两
语就解除了我的疑惑。虽然她很温柔，但也有严厉的时候，就
像那花萼般保护着我们的柔弱。

记得有一次我上课开小差了，被曹老师发现了，她不动
声色地走下讲台，站在我的身旁，皱着眉头看着我，并用软尺
敲了敲我的桌面。我的脸一下就红了，发誓以后再也不在上
课时搞小动作了。她不会轻易发火，像有魔法一样，用一个
眼神或一个动作就能让我们乖乖听话。

曹老师教了我三年，现在暂时要离开我们了，我感到一
阵失落。但我转念一想，我们还是在同一个学校啊，我们还
会经常见面的，而且她教给我的东西会一直伴随着我成长，
永远不会消失的。就像龚自珍说的：“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
春泥更护花。”虽然花儿落下了一片花瓣，但它落入土地里，
碾作了尘泥，变成了营养物质，将来会滋养更多的植物。

感谢悉心教导和栽培我的老师！她就像花儿一样，美育
滋润着我的心田。

老师美得像一朵花
乐山市外国语小学四年级F班杜佳忆

指导老师 陈麒麟

我的语文老师姓李，是个非常特
别的老师。

记得刚上一年级，妈妈对我说，语
文很难，让我一定要认真学习。我不
明白为什么，于是把妈妈的话告诉李
老师。李老师笑着告诉我们：“语文并
不复杂，简单地讲，语，就是口头语言，
指我们平常嘴巴里说的话；文，就是书
面语言，指书本上的文字。从呀呀学
语到现在，我们早就在接触语文了，你
们看，语文是不是很简单吗？”同学们
互相看看，都跟着李老师笑起来。我
心里想：原来语文这么简单呀！

第一学期的学习生活转眼间就结
束了，当我拿到《成长手册》的时候，看
到老师给我的评语居然是一首小诗。
我非常惊喜，不过也很迷茫，因为不完
全懂得小诗的意思。妈妈看了告诉
我，李老师是写了一首“藏头诗”，四句
首字连起来就是“王贝妮棒”。哦，这
是老师在夸我各方面表现很棒呢！我
高兴地跳了起来。

李老师脑子里装了无数的故事，
语文课上，一不经意，故事就从李老师
的嘴里冒出来，同学们背地里都说，李
老师就是个“故事大王”。这不，今天
我们学习生字“阔”，她又忍不住讲起
了故事来：东汉时期，丞相曹操让人造
了一座花园。花园造好了，工匠们问
曹操有什么意见，曹操一言不发，只在
门上写了一个“活”字。工匠们不明就
里，主簿杨修对工匠们说，门内添“活”
字，乃“阔”字也，丞相嫌你们把园门造
得太宽大了。工匠们恍然大悟，于是
重新建造园门。完工后再请曹操验
收。曹操十分满意。

我们正听得津津有味，李老师戛
然而止，问我们：“杨修这样聪明，最后
却被曹操杀掉，你们想知道这是为什
么吗？”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想！”李
老师大笑起来，说道：“那就课后读《三
国演义》吧，答案就藏在书中呢。”

嗨，我们又中计了，李老师就是经
常这样给我们推荐课外书的。不过，
我们还就喜欢经常“中计上当”，乐此
不疲！

我的老师很特别
乐山市沙湾小学五年级1班 王贝妮

指导老师 李雪梅

“这节课我们来考试，同学们把桌子
拉开。”徐老师一进教室，就神秘地说。
同学们满脸疑惑地看着徐老师，都不知
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徐老师一脸坏笑，接着说：“昨晚，我
在网上看到一份‘天才试卷’，现在我们
也来做做，看看咱们班谁是天才！”同学
们一听，教室里顿时沸腾起来，有的说：

“妈呀，天才？我肯定不是！”有的大叫：
“我要当天才，天才就是我！”有的满脸期
望地看着老师，希望看看“天才试卷”长
啥样！

徐老师顿了顿，又严肃地说：“第一
不能提前翻看试卷，不能出声，否则取消
考试资格；第二考试时间3分钟。”说完就
开始发试卷，而且把试卷背着放。我看
着试卷，心里痒痒的，把试卷在桌子上抹
啊抹，巴不得想透过背面，看看天才试卷
究竟是啥题！同学们有的把试卷拿起
来，想透过窗子的一丝丝亮光来看试卷
上是什么内容，还有的同学一副镇定自
若、胸有成竹的样子，好像胜券在握。

“3、2、1，开始！”随着老师的一声令
下，我连忙把试卷翻过来，一看：第1道题

“请你认真读完下面各题。”我想：这不是
废话吗？第2题“请写上自己的姓名”，我
随手写上自己的名字，第3题“你在哪个
学校读书？”什么天才试卷，这也太那个
了吧！反正这么简单，我也随便就答题
了吧，可是越往后做，就越难了，我正在
冥思苦想之际，有同学已经做完了，啊，
这个“天才”的头衔难道就是他的啦！没
关系！做不了大天才做个小天才也行
啊！我决定接着往后做，只做做得起的
题，就这样我接着读题，读着读着就到了
第20题，“啊——”我一声尖叫打破了静
寂的教室！老师和同学齐刷刷地转头看
我，我吃惊地紧紧捂住嘴巴，徐老师意味
深长地看着我，示意我别出声。你知道
我看到了什么吗？第20题清清楚楚地写
着：如果你读完所有的题，请只做第 2
题！我的天啊，什么天才试卷呀！这完
全是徐老师的“陷阱”！啊，我被骗了！
再看看那些埋头苦干的同学们，哎！你
们为什么不把目光放在第20题上呢？人
家明明要求了你读完所有的题的！“读题
——读题——”我在心里暗暗呐喊！

“时间到！”老师一声命令，“请同学们
看到第20题。”徐老师一脸得意地说。同
学们这才醒悟过来，只听见教室里一片哀
嚎！我却在心里暗暗发笑。

通过这次考试，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做任何事都不要只顾埋头苦干，而是要
先看清人家的要求，否则会背道而驰！

徐老师的“陷阱”
乐山市外国语小学四年级D班蔡斯可

指导老师 徐九云

妈妈，
你是天空，
我是云朵。

如果我离开了你，
我就会消失。

妈妈，
你是土地，
我是花朵。

如果我离开了你，
我就会枯萎。

写给妈妈的话
乐山高新区实验小学二年级4班 罗义博

指导老师 彭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