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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记
者 3 月 1 日获悉，大连市将在全
市范围内开展“智慧助老”行动，
引导老年人融入数字化生活，让
更多的老年人用得上、愿意用、
用得好智能技术，充分保障智能
化飞速发展过程中老年人的合
法权益。

“智慧助老”行动将从 8 个方
面实施，包括建立健全“智慧助
老”常态化工作机制，将“智慧助
老”行动纳入老年宜居环境、老
年友好社区、老年友善医疗机构
建设和“敬老文明号”创建活动
等各项工作中统筹推进；多措并
举改善老年人办事体验，设置必
要的政务线下办理渠道，便利老
年人办理涉及医疗、社保、民政
金融、电信、交通、生活缴费等与
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传统服务

保障，并简化服务事项，优化办
事流程，优先接待老年人，为老
年人办事提供便利；大力开展老
年人智能技术教育培训，针对老
年人日常生活中应用智能困难情
况，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开展微信聊天、健康扫码、预约挂
号、手机支付、网约车出行等专
题培训。

此外，大连市动员各方力量
开展为老志愿服务，鼓励在交通
出行、医疗卫生、金融服务、政务
便民、文化旅游、社保、民政、电信、
出入境、生活缴费等重点行业服务
场所增设志愿服务岗，为老年人提
供交通引导、就医咨询、金融服
务、旅游指引等服务。开展社会
募捐活动，为城乡贫困老年人捐
赠智能产品，帮助贫困老年人解
决无智能产品可用的问题。

大连全面开展“智慧助老”行动

本报讯 记者金晓玲报道 记
者 3 月 1 日获悉，沈阳市为丰富市
民和就地过年人员的精神文化生
活，在线上线下创新推出的“万盏
心灯福耀盛京”主题活动，引起了
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情参与，
截至目前，超过5000万盏“盛京心
灯”在全球放飞。活动通过“文
化+科技”的创新形式，进一步提
升了沈阳城市品牌，将沈阳的城市
之美传播到全世界。

沈阳市文旅局主办的“万盏
心灯，福耀盛京”活动自 2 月 3 日
在线上推出，借助“AI+AR”技术，
旨在让家乡人通过更时尚便捷的
方式表达祝福、互致问候。春节
期间，“盛京心灯”活动推出后迅
速刷爆了朋友圈。除沈阳人积极
参与，心灯还“飘”到了湖南、广
东、河南等更多国内省区，大家纷

纷线上打卡、放飞自己的祝福。
随着传播范围的扩大，“盛京心
灯”打破空间距离，“飘”到了世界
各地。

一个城市发起的创意性文化
活动能吸引全球数千万人次参与，
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业内人士评
价，“盛京心灯”使传统文化与年轻
潮流碰撞融合，让人眼前一亮，凸
显了“沈阳智造”的独特魅力，进一
步擦亮了沈阳城市品牌。

目前，沈阳正在打造国家中心
城市，而文化赋能、创意引领将让
这个东北老工业城市焕发新的活
力。记者从沈阳市文旅局了解到，
今年，沈阳文旅产业将在更广范
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实现科技
创新、融合发展，以文化赋能旅游、
以旅游传递文化、以科技驱动文
旅，彰显“智慧文旅”的优势。

“文化+科技”提升沈阳城市品牌
“盛京心灯”活动吸引全球超5000万人参与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近
日，锦州首例“打鸟入刑”案件由锦
州市太和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在锦州市古塔区人民法院依法公
开审理，并当庭宣判。

2020 年 10 月 13 日，被告人佟
某某、吴某某违反狩猎法规，在禁
猎区、禁猎期使用禁用工具、禁用
方法进行狩猎，捕获各种鸟类 36
只。经司法鉴定，二被告人所猎
捕的鸟类为《国家保护的有益的
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
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物种，属于

“三有”野生动物，犯罪情节严重，
已构成非法狩猎罪，检察机关依
法提起公诉。法院依法判处二被
告人拘役三个月，缓刑四个月。
两名被告人当庭表示服从判决，
不上诉。

据了解，该案为锦州地区环境
资源案件集中管辖以来，办理的首
例刑事案件。该案的当庭宣判，旨
在通过“打鸟入刑”刑事审判实践
之“微”见证震慑不法分子和引导
广大群众自觉承担起保护环境的
社会责任之“著”。

锦州首例“打鸟入刑”
案件当庭宣判

日前，在丹东凤城市蓝旗镇大洋
河流域，记者看到了50余只天鹅。据
了解，今年天鹅北迁途经丹东的时间比
往年略有提前。

近年，丹东水域的食物链丰富、生态

环境优良，能满足天鹅等候鸟栖息、觅食
的自然条件。每年3月至4月，丹东各河
流和水库都会迎来大批的珍稀鸟类。

本报记者 王卢莎 文
孙德铭 摄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3月
1日，沈阳市中小学迎来集中开学，为
做好中小学校春季学期开学交通安
全管理，维护广大师生家长人身安全
和出行秩序，沈阳公安交警在强化全
市道路交通管控基础上，重点对校园
周边道路交通提升管理力度，规范校
园周边道路交通秩序，“一校一策”保
障广大师生家长交通出行安全。

沈阳按照“一校一策”标准，对
全市 63 所主要中小学校交通组织

及秩序管理进行精细化设计，对每
所学校交通组织进行重新梳理审
核、对管控措施进行科学调整细化，
以微信文字和图片的形式推送至对
应的学校和家长微信群。

发动由交通民警、学校教职员
工、学生家长三种力量构成的“警校
家”交通护航队联动管控。由学生
家长志愿者为车辆开关车门，并护
送学生进入校门口安全区域；对步
行或非机动车接送学生的，引导其

到指定的区域接送。执勤警力引导
车辆规范停放，保障交通秩序；对未
在指定区域内停放的车辆，登记车
辆牌号并抄告学校。

沈阳交警加大上放学时段校车
违法查处力度，严厉打击校车未取
得校车标牌、标牌过期、逾期未检
验、驾驶员无资质、不按线行驶、逆
行、随意变线、闯红灯等违法行为，
同时将校园门前及周边道路机动车
二排违停、闯红灯、斑马线不礼让行

人、逆行等交通违法行为纳入整治
范围。

值得一提的是，为避免人车聚
集，杜绝校园周边道路严重交通拥堵
和交通事故，沈阳交警视情采取临时
远端停车、分块分区停车、临时限制
车辆通行、车辆临时单停单行、设置
专用接送通道等措施，在条件允许
的范围内，设置接送学生临时停车
区域，规定停车时间的方式，改善接
送学生车辆停车条件。

沈阳“一校一策”护航校园周边交通安全

当93岁的王凤祥老人向大连市慈
善总会捐出1000元善款后说：“老伴知
道了，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王凤祥和老伴周桂英是大连市
“万元慈善基金”首批设立人成员。这
次捐款是他第六次为老两口在大连市
慈善总会设立的基金捐款。

2011年，为了倡导全民慈善公益
理念，大连市慈善总会面向社会推出
了“万元慈善基金”，爱心人士可以个
人、家庭的名义捐赠设立基金。虽属
工薪阶层，但王凤祥和周桂英平素一

直关心、支持慈善事业，每遇国内有地
震、洪水等自然灾害发生时，都会找到
慈善组织，表达爱心。当得悉可以自
行设立个人慈善基金时，两人第一时
间赶到慈善总会，报名参加了活动。

王凤祥和老伴用两人姓名的最后
一个字，作为共同新设立基金的名称：

“英祥万元慈善基金”。基金专项用于
儿童的大病救助。

从2011年开始，老两口每年捐赠
2000 元，连续 5 年，完成了个人“万元
慈善基金”项目捐赠。这次捐赠是续

捐，目前老两口累计通过大连市慈善
总会慈善基金捐赠善款1.3万元。

几年前，周桂英因患脑血栓，瘫痪
卧床。患病期间，花掉了家里的很多
积蓄，老两口为慈善捐款的脚步无奈
暂时受阻。

但老两口一直牵挂着那支慈善基
金，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力量，为社会
作出一点自己的贡献。两人决定，一
旦家里经济状况改善，一定要继续支
持慈善事业。

前不久，周桂英生命垂危。王凤

祥回忆说，她说话已较为吃力，用手比
画着，“我知道她想说什么，她要让我
继续完成她未了的心愿。”

周桂英去世后，王凤祥决定一个
人坚持完成和老伴生前的慈善约定。
处理完周桂英的后事，扣除日常家里
的开销，攒下一些钱后，他第一时间来
到了大连市慈善总会。

王凤祥说：“虽然老伴今天不在现
场，但是捐款的时候，我感觉她就在我
身边，我的心是暖的。做慈善是我和
她最快乐的一件事。”

九旬老人继续完成老伴生前的慈善约定
苗 慧 本报记者 杨少明

“宿舍楼 24 小时供暖，还有单独
的洗浴间、洗衣房，连热水瓶、洗漱用
品都给配全了，简直就能拎包入住。”
企业提供的夫妻间成了阜新蒙古族自
治县于寺镇桂林村村民宋立伟和敖雪
光的“新家”。

“在村里的微信群看到了人社部
门推荐的岗位信息，这家企业管吃管
住，还提供夫妻间，我们就报了名。”大
年初八，阜新市人社部门发出了全省
首趟“春风行动”专车，将宋立伟夫妇
与其他 27 名农民工送到了阜新市劳
动输出基地——沈阳市昊明禽业有限
公司。“不仅减少了我们倒车的麻烦，
也保证了安全。”宋立伟说。

今年，我省突出抓好包括农民工
在内的重点群体就业工作，特别是优

先做好外出务工脱贫人口稳岗就业。
春节期间，各市人社部门就成立了稳
岗服务工作专班，通过各级人社服务
网络摸清外出回流人员底数，对年后
务工意愿地和外出时间进行登记。同
时，就业服务联络员走访重点用人单
位，深入了解企业用工需求情况，建立
就业台账，通过各级公共就业服务平
台和乡村微信群等渠道发布岗位信
息，引导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

在摸清本地区用工和求职底数的
同时，各市人社部门加强联动、共享信
息，提高企业岗位和求职人员的匹配
度，在用工企业和务工农民之间搭桥。

春节过后，春风渐暖，全省各地相
继启动了“点对点”返岗输出服务，一
辆辆返岗复工专车、专列驶向春天。

3月1日，朝阳市人社部门组织17
辆大巴车，将7个县区的630名朝阳籍
农民工，通过“春风行动”专车点对点
送到大连。专车出发前，朝阳市人社
局副局长王志宏带领工作人员逐个
检查“大礼包”的东西是否齐全。“人
社部门为每位乘专车的农民工提供
了‘大礼包’，里面有《保障农民工工
资支付条例》须知、大连市的企业招
聘信息、朝阳市就业创业政策手册等
资料，还提供了口罩、纸巾以及面包、
香肠、水等食品，给农民工提供全方位
的保障。”王志宏说。

截至目前，我省已发送“春风行动”
点对点专车3批次、硬卧车厢一节，输送
农民工近千人，开展“迎新春送温暖、稳
岗留工”线上招聘活动278场，参与企业
6412家，提供岗位需求8.7万个。此外，
举办线下招聘活动36场，参与企业794
家，提供岗位需求4868个。

找到了可心的工作，宋立伟和敖
雪光开始盘算着今年的收入：“学徒期
每天也有 110 元的工资，等转正后凭
咱俩的能力每个月指定能赚 1 万多
元，一年下来就是十来万元，比在家务
农至少多一倍。”

我省各地发送“春风行动”专车专列助农民工返岗

“点对点专车让我们外出就业更安心”
本报记者 徐铁英

天鹅归来

3 月 1 日，辽宁省中小学统一开学，全省
390万名中小学生返回校园。

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到，全省各地教育行
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
改革发展工作，全面保持正常教育教学秩序，

确保顺利开学。
开学第一天，全省中小学开展了以“学党

史，做时代新人”为主题的 2021 年春季“开学
第一课”活动。
本报记者 葛红霞 文 王 莹 金 文 摄

开学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