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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昨日开奖

天天彩经
广告

本报讯（记者 鲁倩文）近日，记者从市委组织
部了解到，为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做好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的部署要求，市委组织
部印发了《关于开展“喜迎党的二十大”系列主题
活动的通知》。

《通知》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要组织专题
学习讨论，以“喜迎二十大·治蜀兴川有我”为主
题，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为喜迎二十大营造浓厚
氛围。

重温红色革命记忆，用好用活铁道兵博物馆
等党性教育现场教学点，开展红色基因传承教
育；通过观看“红色电影”、重走“红色路线”等形
式，引导党员干部重温红色岁月、感悟家国情怀。

开展群众性主题宣传，精心组织开展面向群
众的主题宣传，通过举办主题宣讲会、百姓讲坛、
坝坝会等，结合乡村振兴等实际情况，大力宣传新
时代党和国家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
变革。

广泛宣传先进典型，依托各级媒体，广泛宣传
“两优一先”等各类先进典型感人事迹，形成干在
实处、走在前列的浓厚氛围；邀请先进模范上讲
台，用身边人讲身边事、用身边事感召身边人，激
励和引导党员干部学先进、争先进。

评先选优激发活力，结合重大产业项目攻坚、

疫情防控、抗震救灾等当前工作实际，评选一批
“乐山好干部”；注重在防灾减灾救灾一线、重大项
目攻坚一线考察识别党员干部，选树一批先进典
型，进一步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活力。

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按照就近就便原则，组织
今年发展的“新党员”进行入党宣誓，安排“老党
员”“先进党员”为“新党员”上党课。

开展“金秋送暖”活动，深化党建引领“我为群
众办实事”专项行动，组织党员干部在重阳节、国
庆节等重要节点，上门为“一老一小”、孕妇、残疾
人、特殊困难对象等人员服务，将党的温暖送到困
难群众的心坎上。

开展城乡党建结对共建，市县机关企事业单
位党组织要深入联系村党组织，开展结对共建活
动，积极为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落实建言献策。

展示党建工作成果，全面总结、系统展示党的
十九大以来所取得的党建工作成果，激励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务工作者以更加昂扬的工作状态、
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推动乐山党建工作再上新
台阶。

《通知》要求，党的二十大召开期间，要第一时
间组织收看现场直播；大会胜利召开之后，要第一
时间组织学习传达、开展研讨交流，把“喜迎党的
二十大”系列主题活动推向纵深。

喜迎二十大
我市将开展系列主题活动

本报讯（记者 黄曦 摄影报道）9月 16
日，乐山市妇联、市总工会联合开展以“强国
复兴有我——巾帼心向党 喜迎二十大”为
主题的演讲比赛。

比赛现场，由全市各级妇联、工会精心
组织推荐的16名选手按照抽签顺序依次演
讲。参赛选手中，有柔肩担正义的法官，有
坚守育人初心的人民教师，也有肩负平安建
设重任的公安民警……来自不同职业的“铿
锵玫瑰”，紧扣演讲主题，倾情讲述了各自工
作岗位上自强不息、乐于奉献的精彩历程，
生动展现了乐山新时
代的巾帼风采。

经 过 激 烈 的 角
逐，共评出一等奖 2
名、二等奖3名、三等
奖4名、优秀奖7名。

巾帼心向党
乐山16位“铿锵玫瑰”激情演讲展风采

本报讯（记者 罗曦）9月19日，记者从乐山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经过逐级推荐推选、评
委会审核、人选公示等程序，四川省农民工工作暨
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
单日前正式出炉。乐山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井研
县马踏镇农民工服务中心，获四川省农民工工作先
进集体表彰；我市的李彬、李萱等5人，获四川省农
民工工作先进个人表彰；乐山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
队，获四川省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先进集体表
彰；我市的杨华、王洪宇等5人，获四川省根治拖欠
农民工工资工作先进个人表彰。

近年来，我市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把服务保
障农民工作为战略性工程”的定位，制定加强农民
工服务保障工作的十二条措施等政策，聚力聚焦技
能提升、均等化服务、就业帮扶、援企稳岗等工作，
全力做好农民工服务保障。

2022年，乐山市及五通桥区、峨眉山市、犍为
县、市中区在四川省委、省政府下发的《关于表扬
全省去冬今春农民工服务保障工作先进单位的通
报》中，分别获得融入城市专项行动先进市、技能
提升专项行动先进区、维权救助专项行动先进市、

“头雁”培育专项行动先进县、品牌创建专项行动
先进区等荣誉，奖项质量和获奖数量均名列全省
前茅。

据了解，下一步，我市将以推进实施“嘉家乐”
农民工服务保障十大专项行动为牵引，进一步健全
服务保障农民工的长效工作机制和考核机制，构建
上下联动、保障有力的农民工服务体系，加快农村
劳务合作社、综合服务站等载体建设，持续规范企
业劳动用工管理，畅通农民工维权渠道，用心用情
解决农民工就业创业后顾之忧，推动农民工工作再
上新台阶。

做好农民工服务保障
我市多个单位和个人获省级表彰

本报讯（记者 张清）日前，四川省生态环境监测
总站发布2021年度《四川省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报
告》，其中2021年金口河区生态环境状况级别为
优，生态环境状况指数（EI）为89.7，较2020年提高
了0.2，位居全省第二。这是金口河区生态环境状
况指数连续第四年排名全省第二。

据了解，生态环境状况指数（EI）采用生物丰
度指数、植被覆盖指数、水网密度指数、土地胁迫
指数和污染负荷指数等五项评价指标加权计算得
出，综合反映了一个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和
变化趋势。

近年来，金口河区锚定建设生态经济先行区
发展定位，紧扣“生态立区、旅游兴区、产业强区”

发展主线，积极开展文明城市、卫生城市等创建
工作，实施美丽乡村建设等工程，成功创建为第
五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着力强化饮用
水水源保护，切实推进环境综合整治，组织开展
了河道采砂污染、畜禽养殖污染、农业面源污染、
城市噪音、臭气污染等方面的专项整治，加快城
乡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收集处理设施建设，实现
全区各乡镇垃圾收集、转运和生活污水收集处理
设施全覆盖。全面落实“河长制”，推进小流域综
合整治。以“高山药蔬”“高山果蔬”为龙头，文旅
融合为支撑，探索产业生态化发展路径，打通“绿
水青山”与“金山银山”转换通道，持续巩固提升
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连续四年
金口河区生态环境状况指数位列全省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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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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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发生过许多有趣的事，它们像一本
相册记录着我的快乐时光；又像一个五味瓶，装
满了各种滋味；还像一把钥匙，开启了我愉快的
回忆之门。在我记忆中最深刻有趣的事，是一次
吃西瓜的经历。

记得那是暑假的一天下午，我在外面玩得汗
流浃背。回到家，看到奶奶正在吃西瓜，嘴馋的
我立刻凑过去，挑了一块又大又红的西瓜狼吞虎
咽地吃起来。清甜的果香、甘甜的汁水瞬间带走
了令人难耐的暑气。正当我吃得满脸西瓜汁的
时候，奶奶笑着说：“慢点儿吃，又没人跟你抢。
你把西瓜籽都吞下去了，小心它在你肚子里发
芽，长出一个大西瓜。”“真的吗？”我有点慌了。
奶奶一脸神秘地说：“是呀，你把西瓜籽都吃了
呀。”听了奶奶的话，我懊悔不已：“早知道就不吃
那么快了，应该把西瓜籽吐出来。”顿时，手里的
西瓜突然不香了，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卧室，躺在
床上，心想：“如果我的肚子里真的长了一个西

瓜，那会不会把我的肚子撑破呢？”我越想越害
怕，忍不住哭了起来。过了一会儿，我不哭了，又
想：“既然它会在我的肚子里长大，那我就不让它
长。”过了很久，我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我决定一
下午不吃不喝，因为喝水不就是给它浇水吗？吃
东西不就是给它施肥吗？另外，我还在床上滚来
滚去，因为如果长出来了，我这样不就能折断它
的瓜秧了吗？“哈哈，我真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天
才！”我在心里暗想。

很快，妈妈就察觉到我不对劲，走过来关切
地问我怎么回事，我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
十地讲给她听。妈妈听了，笑得前仰后合，“傻孩
子，奶奶是逗你玩儿的，西瓜籽是不会在肚子里
发芽的，你胃里的消化液能轻而易举地溶解它
们，放心吧！”我听了，摸了摸自己的脑袋，不好意
思地说：“嘿嘿，我真傻！”

我的童年是快乐的，每当我想起吃西瓜吞瓜
籽这件事，都会不由自主地笑起来。

吃瓜趣事
乐山市县街小学三年级2班 陈昊辰 指导教师 唐琼辉

清晨
我走到小溪边
看到清澈的溪水里
大大小小的鱼游来游去
它们中有的是红色的
有的是黑色的
有的是白色的
看来
小鱼们都喜欢披自己的衣服啊

鱼与小溪
乐山市实验小学二年级11班 田若霆

有人喜欢白天的阳光灿烂、生机盎然，钟情
于“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的芬芳；有人则喜
欢夜晚的月光如水、安逸宁静，沉醉于“海上生明
月，天涯共此时”的意境。而我从小就对夜晚情
有独钟。

每当夏夜，当我关上灯静静躺在床上，在一
片漆黑中透过窗户仰望天空，看见小星星们相约
着冲破夜幕的阻拦，像一颗颗晶莹的珍珠跳跃着
来到天空这个大舞台。它们冲着我，调皮地眨了
眨眼睛，就一窝蜂地蹦啊、跳啊、唱啊，玩得可开
心了！过了一会，嫦娥姐姐怀抱玉兔坐着“白玉
盘”牌月亮车来到了星星们的中间。星宝们顿时
都安静下来，簇拥在她周围，听着美妙的睡前故
事。这时，一颗明亮的星星吸引住了我的目光，
原来是北极星，一颗助人为乐、始终为迷路的行
人指引回家路的“爱心”星。它和另外的六颗星
星拼成了勺子的形状，人们亲切地称它们为“北
斗七星”。我知道这是“大熊星座”，真想成为第
八颗星加入它们啊，为祖国的夜晚站岗放哨！在
大熊星座的旁边，由五颗星星组成、形状像拼音
字母“W”，噢，原来这是“仙后座”……

看着看着，我突然感觉自己身体越来越轻、

越来越轻。咦，我飞起来了！飞到了月球的广寒
宫。嫦娥姐姐抱着玉兔已经给星宝们讲完故事
回家了。她非常热情地邀请我去做客。只见她
端出一篮香喷喷的月饼，玉兔也头顶着一盘热气
腾腾的桂花糕，我们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摆“龙门
阵”。饭后，嫦娥姐姐还带着我来了个“宇宙一日
游”。飞翔在浩瀚的宇宙中，我看到了一个个独
立的天体，它们并行不悖、互不干扰，在各自的轨
道上安静地运行；看到了拖着长长的尾巴，就像
在打哈欠的“哈雷彗星”；看到了深不见底的神秘

“黑洞”……
“叮铃铃、叮铃铃……”刺耳的闹铃声响了，

我揉着朦胧的睡眼看着窗外。咦，月亮不见了，
星星也不见了！哎哟，原来我夜晚神游太空，做
了一个梦啊！回味昨晚的梦境，我想起爸爸之前
说他小时候做的梦是看到运载火箭、航天飞机和
高速列车，现在都慢慢变成了现实。从现在起，
我更要勤于思考探索，强健体魄，争取长大后开
着自己设计的宇宙飞船到天空中去揭开宇宙更
多的奥秘！

又一个夕阳西下，夜晚将很快降临，我期待
再次神游太空！

追梦人
乐山市实验小学四年级1班 丁咛 指导老师 徐建容

大家都说金鹰山庄的荷花非常好看。暑假
的一天，我和爸爸早早来到金鹰山庄观赏荷花。

走进金鹰山庄，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整片整片
的绿色，我跑过去一看：满塘的荷叶挨挨挤挤的，
像一个个碧绿的大圆盘；一条条长长的叶柄把

“大圆盘”托得老高。“大圆盘”里大多装着晶莹的
露珠，远远望去，整个荷叶就像一双双手捧着自
己心爱的珍宝一样。一朵朵美丽的荷花就像一
个个身穿粉色衣服的少女，在这些荷叶间绽开了
笑脸。哦！不只是粉色，还有白色或红白相间的
荷花！它们争奇斗艳，竞相开放。有的荷花全部
盛开，绽放着漂亮的花瓣，露出黄色的小莲蓬；有
的只展开了两三片花瓣，看上去害羞得很；有的
荷花含苞欲放，花骨朵儿胀鼓鼓的，看起来马上
要被撑破了一样。这个近百亩的池塘全都开满
了荷花。这么大的河塘里，荷花竟显得很拥挤，

它们生命力是多么顽强啊！
沿着荷塘左侧的小路走下去，我们来到了一

座拱桥旁。这座拱桥把荷塘分成了大、小两个部
分。大荷塘里全是荷花，而小荷塘里却生长着睡
莲。突然，一只蜻蜓把我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
它这儿转转，那儿飞飞，最终落在了一朵荷花的
花骨朵儿上。我不禁吟道：“小荷才露尖尖角，早
有蜻蜓立上头。”一阵微风拂来，满池的荷花漾起
波纹，她们那美丽的衣裳也随风飘动，这是多么
美丽的景象啊！我看着看着，陶醉了。我对爸爸
说：“此时她们应该在和水底下的小鱼小虾谈心
吧！”爸爸忍俊不禁。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荷花
象征着高雅圣洁、清廉正直的品质。她出淤泥而
不染，更启示我们，不论条件多么艰苦，也要坚持
自己的理想，去赢得生命美丽的绽放！

观荷花
乐山市柏杨小学五年级9班 干文远 指导老师 辛泓桦

我最喜爱的一句体育运动口号是“运
动健康，快乐成长”。这是因为体育运动不
但能提高我们的身体素质，而且能够让我
们锻炼意志，收获快乐。

幼年时期，我的身体瘦弱得像弱不经
风的豆芽菜，经常生病。爸爸妈妈都很着
急，“没有健康的身体，长大以后怎么生存，
怎么报效祖国？”于是，他们带着我到处求
医，后来医生不但给我开了相应的药方，而
且还提出了特别适合我的体育健身的好方
法。从此，爸爸妈妈经常陪同我开展慢跑、
跳绳等运动，让我的身体素质逐渐有所提
高。

尝到运动健体的甜头以后，我的运动
兴趣更加浓厚了，一直坚持不懈。记得上
一年级的时候，因为有着长期运动的底子，
我自告奋勇参加了学校运动会的本年级

“男子400米跑”。其实我并没有参加过跑
步竞赛的训练，对 400 米竞赛的激烈程度
也没有什么概念。比赛时，我只能硬着头
皮站在了起跑线上。只听“砰”的一声，发
令枪响，我赶紧迈步跑了起来。开始小半
圈，我跑得还可以，一直领先在前，我一边
跑一边瞟着其他选手离我越来越近了，便
一边调整跑步的节奏，一边暗暗给自己加
油：坚持，坚持就是胜利！跑到最后 100
米时，我的双腿越来越沉重，像灌满了铅
似的，感觉自己快要喘不过气来了，步子
也快要迈不开了。但是，当我望了望前方
的终点线，再次抖擞精神，一鼓作气拼命
往前冲，终于冲过了终点，获得了冠军。
班上的同学纷纷把我围住，和我相拥在一
起，向我祝贺，感谢我为班级争光，那一刻
我觉得太幸福了。这次获得冠军我觉得
有点儿意外，这块来之不易的金牌，时刻
提醒着我，一定要坚持锻炼，再接再厉，继
续为班级争光。

经过我的不懈努力，刻苦训练，在接下
来几年的运动会上，我分别多次获得“男子
400米、800米跑”冠军、亚军。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一直坚信：首先
要有强健的身体，才会有聪明的头脑。把
身体锻炼好了，才会有精力去把学习搞
好。现在的我虽然还是比较瘦，但是是健
康的瘦，精神抖擞的瘦。我特别喜欢踢足
球，一直坚持参加相应的足球训练，是校队
的主力队员。我还喜欢打篮球、打乒乓球，
不过参加这些锻炼和比赛，都是在我学习
之余，作为一名学生，还是要把学习搞好，
做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在体育运动中快乐成长
夹江外国语实验学校四年级3班罗方艺

指导教师 黄佳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