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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一轩的父
亲唐绍龙捡到一个
装有两万元现金的
钱包，他主动返还给
失主丁翊龙并拒绝

谢礼。丁翊龙在翻看唐绍龙微信
朋友圈时发现，这位拾金不昧的汉
子正在为身患重病的幼儿四处筹
措救命钱。于是，丁翊龙决定将
20万公斤水果萝卜全部捐出。此
事经媒体报道后，感动了大连好人
朱占文，他毅然决定花 30 万元买
萝卜救助两岁患儿。

这是发生在今年春天里最温
暖的系列故事。一个个令人怦然
心动的凡人善举，真诚互动着，恰
如涓涓细流，汇聚成海，给这个乍
暖还寒的春天平添了跨越时空的
温暖和感动。

尽管这些凡人善举多了些偶
然的因素，但是一经付诸最美好的
行动，却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必
然的联系。假定唐绍龙面对偶然
所得的巨款，不是秉持一颗善心，
而是抱有令人不齿的贪念，那么
凡人善举的互动也许就此戛然而
止，或者变为另外一种寒凉的结
局。至于丁翊龙的慷慨解囊，以及

朱占文的鼎力相助，更无从谈起。
这种逆向的假定足可表明：赠人玫
瑰，手有余香。向善是一种能够双
向或多向感染的美德。善举，是

“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的温暖
互动。

也恰是这种温暖的互动，跳脱
出高高在上的道德圣条，成为尤为
可贵的精神力量，深深扎根在每一
个崇德向善之人的心中。这种温
暖的互动传递的价值理念，要通过
每一个人的言行来体现，而且要保
证其不断滋长，生生不息，尤其需
要每一个像唐绍龙、丁翊龙、朱占
文一样的人来参与和实践，积涓涓
细流，才能使一个个凡人善举汇聚
成汪洋如海的道德力量。

一个人的善举，犹如萤火之
光；所有人的善举，却能照亮整个
夜色，辉映道德的天空。我们点赞
凡人善举，呼唤凡人善举，推动崇
德向善，就是期待我们生活的热
土、我们欣逢的时代，激发出更多
向上向善的时代正能量。每个人
不仅要把善意揣在心里，更要落在
脚下，让善举的正能量温暖互动起
来，那么，善举便会时时处处带给
我们怦然心动的美好。

让善举和爱心不断延续
丛焕宇

本报讯 记者文继红报道
为坚决打好水污染防治攻坚战，确
保河流断面达到国家考核标准，近
日，锦州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开展了
重点河流环境问题排查专项行
动。此次专项行动是今年锦州市
水污染防治工作重点之一，是打好
重污染河流治理攻坚战的第一仗。

此次专项行动排查范围包括
锦州市辖区内大凌河、小凌河、女
儿河、庞家河、沙子河、细河6条河
流及其相关支流。排查重点为入
河直排口、沿河企业、污水处理厂、

畜禽养殖、河道垃圾、采砂场等重
点污染源，工作涉及沿线 9 个县

（市）区。锦州市生态环境局共抽
调 26 人，组成 6 个工作组，徒步巡
河730公里，展开了拉网式排查。

专项行动累计排查梳理出117
个问题，其中涉及工业源20个、城
镇生活源21个、农业农村源72个、
其他污染源4个。锦州市生态环境
局将督促相关县（市）区对排查发
现的问题逐一解决，实施台账式管
理，制定整改方案，明确目标、措
施，确保完成一个，销号一个。

锦州排查重点河流环境问题

本报讯 记者王卢莎报道
4 月中上旬是丹东今年第二个天
文大潮最佳观鸟期。这几天，满潮
点高度适宜，潮水不会完全覆盖宝
华东路海滩,密集的鸟群随潮水而
动，在位于丹东境内的鸭绿江口湿
地上空及水线和堤坝之间的滩涂
上自由翱翔，组成了变幻莫测的鸟
浪，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摄影和观鸟
爱好者。

鸭绿江入海口形成的滨海湿
地，是我国能看到最大数量鸻鹬类
鸟群的地方，也是东亚-澳大利亚鸻
鹬类涉禽迁徙路线上最重要的停歇
站之一。每年4月初和5月初，迁徙

的鸻鹬类数量最为集中。迁徙至此
的鸟类以斑尾塍鹬、大杓鹬、大滨鹬
和黑腹滨鹬4种鸟为主，据估算，整
个迁徙路线上40%的斑尾塍鹬会在
鸭绿江口湿地停歇。据前几年的卫
星跟踪研究显示，新西兰的斑尾塍
鹬会不间断飞行7天至8天，越过太
平洋直达鸭绿江口，出发时积累的
脂肪由于万余公里的连续飞行消耗
殆尽。在这里经过约 1 个月的休
整、补充后，这些水鸟继续北上到美
国的阿拉斯加繁殖地去繁育后代。
在此期间还有世界极度濒危的物种
勺嘴鹬、濒危物种小青脚鹬等迁徙
路过。

丹东鸭绿江口群鸟翔集

4月10日中午，铁岭县阿吉镇
中心小学的学生们吃过午饭便集
中在教学楼前，他们最期盼的午间
剧场开场了。5 个班级学生表演
的爱国主题歌舞，赢得了阵阵掌声
和喝彩。

3年来，学校坚持每周三在校园
内开设午间剧场，学生们以班级为单
位进行才艺展示，抒发热爱祖国的情
怀和美好梦想。学生们说，午间剧场
已经成了他们的饭后“甜点”。

本报记者 王晓波 摄

本报讯 在刚过去的清明假期，
大连地区没有像往年那样雨纷纷，而
是一场接一场的大风，树林和草地变
得异常干燥，森林火险等级直接置
顶。对于森林面积较大的金普新区来
说，防火形势尤为严峻。

“这两年我们经常面临这样的严
峻形势，但都平安度过了，这是因为我
们有 29 个国内首创的微型森林消防
点，可以做到 3 分钟集结，5 分钟抵达
现场，从而实现‘打早、打小、打了’，将
火险消灭在初起阶段，避免造成大的
火灾，确保森林资源和百姓生命财产
安全。”大连金普新区森林防火指挥部
副主任张国宏这样告诉记者。

金普新区有60多万亩林地，防火

涉及28个街道。虽然拥有6支专业森
林消防队和街道准、半专业森林消防
队，可一旦发生火灾，等消防队赶到
现场时，火情往往难以控制。如果每
一个涉林村（社区）都能拥有自己的
微型森林消防点，不仅能延伸和扩大
森林防火覆盖面，发生森林火灾时，
消防点的消防人员还能在第一时间
赶到现场控制火势蔓延，为专业森林
消防队抵达争取宝贵时间。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2018年，金
普新区建起了29个微型森林消防点。
这些消防点依托涉林村（社区）组建，
均有不少于5名经过严格培训的固定
人员，每个消防点至少配备灭火机 6
台、组合工具、背桶式灭火水枪、灭火

弹、个人防护装备及消防柜。
微型森林消防点承担的任务是，

制定完善的森林火灾扑救预案，定期
开展火灾扑救救援演练；开展森林防
火巡查和宣传教育，普及森林防火知
识，一旦发生火灾，便根据森林火灾报
告、救援求助，及时赶赴现场实施火灾
扑救和应急救援。

微型森林消防点的建立，进一步
完善了最小单元的森林防火消防责任
制，建起了村级森林消防网络。同时，
由村民担任消防员，让村民参与森林
消防管理，使原来的野外用火者变为
野外用火的管理者，也就从源头上预
防和减少了森林火灾的发生，并教育
和影响周围村民从思想上建起防火

网，这种接地气的防火宣传教育收到
了令人惊喜的良好效果。

据介绍，自从29个微型森林消防
点建立后，金普新区的60多万亩林地
就有了安全守护者，这些消防点凭借
快速、灵活且距离现场近便的特点和
优势，在发生火灾时，消防点的消防
人员总是能在几分钟之内就赶到现
场，将林火及早控制住、扑灭掉，将损
失降到最低。

眼下正是春季森林高火险期，大
连金普新区的 29 个微型森林消防点
全部严阵以待，各个消防点的消防人
员24小时值班备勤，以便做到接警即
出，出即能战。

于忠臣 本报记者 刘 佳

三分钟集结完毕 五分钟抵达现场

微型消防点破解“远水难救近火”难题

本报讯 记者王荣琦报道 大连
市人社局在优化业务流程、减证便民、

“一网通办”、深化“放管服”等方面进
行创新探索，服务升级，出台了一系列
便民利企新举措。

简化失业保险待遇审核流程，取消
个人档案接收环节，通过核查金保系统
网上缴费记录，核定人员待遇；简化失
业保险金领取流程，取消正在领取失业

保险金人员按月现场签到环节，对符合
条件的人员，实现自动审验；简化就业
困难人员认定流程，取消距法定退休年
龄5年以内就业困难人员的区级就业
管理服务机构审核环节；简化灵活就业
社保补贴申报流程，取消距法定退休年
龄1年以内人员的区级就业管理服务
机构待遇审核环节。

2019 年 8 月 1 日起，压缩参保企

业网上申报“个人账户结转、基数申
报、生账删账、企业工资申报、采暖人
员新增”5项业务，调整为即时审核。

减少职业技能鉴定报名申报材
料；减少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保
补贴申报材料；对于就业困难人员类
别中自谋职业军队退役人员，不再要
求申报人员提供安置部门出具的自谋
职业证明材料；减少企业招用就业困

难人员社保补贴申报材料；减少各类
用人单位吸纳高校毕业生、高校毕业
生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申报材料。

建立工伤医疗信息共享机制,实
现申报救治情况与医院信息的校验；
放宽人力资源服务市场准入，分类实
施行政许可和备案管理，实行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年度报告网上平台申报，
实现无纸化审核。

大连出台便民利企新举措

减证便民“一网通办”

在本溪满族自治县碱厂镇，只要
一提起李永全的名字，知道他的人个
个都会竖起大拇指。这不仅因为李永
全是碱厂镇尽人皆知的“饲料大王”，
更因为李永全还是个出了名的“欠条
老板”。这些年来，他家的欠条已经成
沓成摞，金额远远超过200万元，但李
永全从来没有一次主动催过欠款的
人，他常挂在嘴边一句口头禅：“不急，
等你有钱了再说吧。”

李永全是土生土长的碱厂镇桦皮
峪村人，1984 年，他不满 20 岁便开始
寻求改变命运的道路。1998年，他开
始经营饲料产业，如今已成为碱厂镇
尽人皆知的“饲料大王”。作为一名先
富起来的农民典范，过上好日子的李

永全并没有满足于现状，而是把更多
的精力用在带动村民共同富裕上。

碱厂镇桦皮峪村共有 1000 多口
人，土里刨食只能保证农民的温饱，要
想让腰包鼓起来，想过上富裕的好日
子，生产方式亟须转变。多年来走街串
巷推销饲料，李永全悟出一个道理——
发展养殖业是一条既能改善自家的经
济条件，又能帮助乡亲致富的出路，可
谓一举两得。说干就干，为了方便养殖
户买饲料，李永全将自家的饲料行开在
碱厂镇的东街。店面并不起眼，但是在
这条街上却打出了名气。养殖户告诉
记者，大多数养殖户都是冲着李永全的
好名声来的，来他店里赊饲料，李永全
从来就没有说过“不”字。还有不少养

殖户的猪舍都是李永全帮着盖起来的。
很多不了解实情的人，会认为李

永全从不追债是因为不差钱。事实
上，李永全只是舍得在父老乡亲身上
花钱，对自己和家人却近乎苛刻。
2018 年，李永全的儿子买了一处新
房，从银行贷款 15 万元，每月需还房
贷1000元。儿子跟他要钱还贷，李永
全说啥也没同意。他对儿子说：“钱要
是给你了，养殖户的饲料款就会减少，
必然会影响到养殖户发展生产。”

不仅对家人抠门，李永全对自己
也格外吝啬。在别人眼里，这个“欠条
老板”一定是富甲一方，吃香的喝辣
的，可饲料行经营 21 年来，房屋至今
也没有装修过。李永全夫妻俩就对付

着蜗居在饲料行二楼的小房间里。
李永全说：“养殖户有的刚创业，有

的生猪还没有出栏，我怎么忍心去催欠
款。资金无法回笼，进一车饲料需要十
万八万元的，我也拿不出来，就挨个亲
朋好友处拆兑凑齐。但看到父老乡亲
都富起来了，我心里还是高兴的。”

李永全尽心尽力帮村民发展养殖
业，已使 300 多户农民实现了增收致
富。为了尽最大努力帮助村民，2007
年，李永全又在饲料行楼上开了个小
电器行卖家电，初衷就是给大家伙行
个方便，“本儿来本儿走，不赚钱”。遇
到困难的，李永全还要倒贴一二百元。

李永全说：“能帮助别人，成就别
人，咱这辈子就没白活。”

经营饲料行21年，赊给乡亲200多万货款

“欠条老板”李永全带村民增收致富
本报记者 丛焕宇

在有着“中国苍鹭之乡”美誉的朝阳县七
道岭镇，每年惊蛰前后，上百只苍鹭由南方迁
徙而来，在苏家营子村叼枝筑巢、产卵、孵化，
直至立秋前后，再飞回南方。为了更好地保
护苍鹭，当地政府设立了苍鹭自然保护区，建
设了人工湿地。

图为 4月 10日，记者在苏家营子村拍摄
到的景象。 本报特约记者 仇一军 摄

人鸟和谐共生

午间剧场成小学生饭后“甜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