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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5 日，记者在沈阳市辽中区茨榆坨街
道后犸猇岭村看到，以观光采摘模式为主的沈
阳汉夏中草药种植专业合作社里如园林般幽
静，街道横平竖直宽阔整洁，路边的家具厂、生
态板材厂等加工企业密布。

后犸猇岭村全村现有农户 1210 户 4010
人。2020年人均收入2.3万元。村里的种植业
包括中草药、花生、地瓜、寒富苹果等高效品
种，有大型专业合作社 8 家，村域内现有家具
厂、橱柜厂、生态板材加工厂等 30 多家企业。
村里企业多，村民不出村就能找到工作。村民
的收入提高了，村容村貌也变得越来越美。

本报记者 杨靖岫 摄

村里企业多
乡亲就业门路广

本报讯 记者金晓玲报道 最
近公布的文化和旅游部2023年至
2025年“东亚文化之都”评审初审
结果显示，沈阳市成功入选 2023
年“东亚文化之都”候选城市，与
江苏省镇江市、浙江省湖州市、江
西省景德镇市等 12 个城市同台
竞争。据悉，文化和旅游部拟于
2021年12月在北京举行终审。

作为东北地区首座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全国优秀旅游城市，沈
阳市文旅资源丰富、产业基础深
厚、配套设施完备、发展条件良
好，与日韩和东亚文化圈文化交
往源远流长，文旅综合竞争优势
突出，具备竞争“东亚文化之都”
这一国际级城市“金名片”的显著
优势。下一步，沈阳市将以创建

“东亚文化之都”为重要契机，进
一步打造“历史沈阳、文化沈阳、
山水沈阳”品牌，做好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创建区域性文化创意中
心和世界级旅游目的地三篇文
章 。 同 时 ，按 照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东亚文化之都”申报条件和验
收评分导则》为基本标准，从城市
文化资源开发，文化保护、传承与
利用，文化设施建设与服务供给，
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文化
和旅游融合创新等方面，系统性、
创新性地开展创建工作，积极参
与东亚区域文化合作项目，探索
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机制，拓展国
际文化交流新渠道，全面唱响“传
奇盛京 魅力沈阳”文化品牌，提
升沈阳城市文化影响力。

沈阳入选
2023年“东亚文化之都”候选城市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请
辽B148XX尽快驶离”，8月17日，
一处安装在大连市西岗区八一路
转盘的显示屏上，字幕与声音正在
提示一台违停的车辆尽快驶离，避
免影响道路畅通。记者从大连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为治理违法
停车乱象，大连交警在加大执法力
度的同时，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
对部分自动违停抓拍设备增设了
抓拍驱离系统，实现对违法停车的
现场告知功能。

抓拍驱离系统由视频取证
设 备 、电 子 显 示 屏 及 扬 声 器 组
成，视频取证设备记录违法停车
信息后，将违法图片和车辆信息
汇聚到中心平台，中心平台将违

法停车信息发送到违停车辆现
场的电子显示屏上，并通过扬声
器对违法停车行为进行现场提
醒、劝离。如果违停车辆未在限
定的 3 分钟内驶离，将按规定依
法处理。

目前，大连市已在中山路柏威
年、八一路转盘等商业集中路段安
装该系统，通过测试情况看，设备
对违法停车提前介入管理，能够有
效优化静态交通秩序。下一步还
将陆续在商圈、交通枢纽等交通流
量较大的地方设置该系统，在严格
执法的同时，注重人性化执法、柔
性执法，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
度，提升公安交管工作法治化水平
和执法公信力。

大连交警柔性执法
设抓拍驱离系统治理违停

本报讯 8月18日，在朝阳市
第四医院西梁分院爱心驿站，记者
看到休息座椅、饮水机、纸杯、口
罩、急救包、糖块儿等一应俱全。
这个爱心驿站主要服务快递小哥、
环卫工人等室外劳动者，为他们提
供饮水、休息等服务。截至目前，
朝阳城区沿街单位已建立了 136
个这样的爱心驿站。

传递你我爱心，建设温情朝
阳。无论三伏酷暑，还是数九严
寒，环卫工人、快递小哥始终奋战
在工作第一线。为解决他们饮水
难、热饭难、休息难等问题，今年年
初，朝阳市委组织部、市红十字会、

市邮政管理局、市环境集团联合向
沿街各商户、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发
出了在临街单位大厅、走廊、门店
等位置为环卫工人、快递小哥设爱
心驿站的倡议。爱心驿站提供临
时休息座椅、食物加热、饮水、充电
等服务，使城市劳动者能够“冷天
有地方取暖，热天有场所纳凉，渴
了 有 热 水 供 应 ，累 了 有 站 点 歇
脚”。“爱心驿站让我们这些每天在
外工作的人感到暖心。四处开花
的爱心驿站体现出了社会对我们
的关爱，我们工作的干劲更足了。”
快递小哥米佳说。

杨 柳 本报记者 张 旭

朝阳建136个爱心驿站
为环卫工人、快递员送温暖

近日，暑期学生
溺亡事件再成舆论
焦点。8 月 8 日，辽
宁省抚顺市 7 名初
中生在水库游玩时

4 人不慎落水，2 人被救援队打捞
上岸时已失去生命体征；8 月 15
日，广东省兴宁市合水镇一名6年
级学生溺亡……新闻中父母的痛
哭让人揪心不已，每一起溺亡事
件，令生命陨落、家庭破碎。

每至暑期，“防溺水安全知识
请记牢”“这堂防溺水课一定要上”
等科普宣传数不胜数，而与之相对
的却是依旧频发的溺水事件。据
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
我国每年有 5.7 万人死于溺水，少
年儿童占其中的56%。

话题老生常谈。溺水事件不
断，症结在哪里？“良方”何在？“针
对青少年溺水事件，应将游泳及其
他遇险事故时自救互救的技能作
为青少年教育的‘必修课’。”蓝天
救援队培训部副部长赵鑫总结过
往多次的未成年人溺水救援经验，

给出这样的建议。
科普宣传固然重要，但归根结

底，安全教育等课程仅仅是将防溺水
带到了人们的观念层面，是一种“耳
边提醒”。但是，知识有没有听进心
里，内容又有没有转化为行动？说
到底，说十遍，不如做一遍，尤其是
这些与人们生命息息相关的事情，

“耳边提醒”重要，“教会本领”更必
要。在无法预测的意外发生时，在
危险来临时，唯有在身的技能才是
我们自救的利器。

将应急自救技能作为“必修课”
并不是空谈，一些城市已有实践。
譬如江西省新余市暨阳学校利用本
校的游泳馆场地开展游泳教育，费
用全部由政府财政资金支出，逐步
让全市中小学生特别是农村学生掌
握基本的游泳技能和防溺水知识，
让更多孩子和家庭受益。

普及应急自救技能需要多方
合力，唯有政府履责、学校尽责、家
庭知责，在社会中形成良好的学习
氛围，才能让学生溺亡的悲剧少发
生，直至不再重演。

暑期防溺水
耳边提醒更要教会本领
刘 璐

本报讯 黄灰色的小鹤，迈着稳
健的步伐在园内溜达，时而低头觅食，
时而扇动翅膀跳跃着练习飞翔，它们
是今年人工孵育的丹顶鹤雏鸟。8月
15 日，在辽宁鹤类种源繁育基地，工
作人员赵仕伟告诉记者，从今年第一
只小鹤破壳而出，到现在已有43只小
鹤诞生，目前健康状况良好。

“目前全球丹顶鹤种群数量近
3500 只，迁徙种群不足 2000 只；我国
种群不足 500 只，且呈继续下降趋
势。”繁育基地站长付长波介绍，盘锦

自然环境优越，是丹顶鹤大陆种群最
重要的栖息地之一，是丹顶鹤自然繁
殖分布地的最南限、越冬地的最北
界。建成于 2015 年的辽宁鹤类种源
繁 育 基 地 ，拥 有 孵 化 育 雏 室 6 间 。
2016年，盘锦湿地保护管理中心成立
后，通过聘请技术人员现场指导、培
养技术骨干等方式，提高了繁育技术
水平，人工种群数量明显增加。2016
年至 2020 年，基地采用自然孵化与
人工孵化相结合的方式，人工饲养丹
顶鹤种鹤 20 对，5 年共繁育丹顶鹤

182 只，初步建立了野化种群。 今
年，盘锦市决定扩大丹顶鹤种群，让

“鹤乡”的家底更加殷实。盘锦市利
用现有 182 只丹顶鹤种群，经过科学
选配建立 30 对种鹤，其中基础繁殖
种鹤群 20对，预备种鹤群 10对，以此
增加幼鹤种群数量。

据介绍，丹顶鹤繁育时间从 3 月
持续至 10 月，雏鹤野化训练需饲喂
70 至 90 日龄后开始。为保障人工孵
育、饲养与野化等工作顺利进行，盘
锦市林业和湿地保护管理局对工作

人员进行了专业培训，对孵化器、化
验室、监控室、医疗室等基础设备、设
施进行升级和改造，同时实施全封闭
管理。截至目前，基地成功繁育的丹
顶鹤数量高于历年纪录，实现了盘锦
丹顶鹤孵化史的新突破。

为进一步扩大丹顶鹤种群数量，
建立不迁徙丹顶鹤种群，为放归自然
扩大野外种群数量奠定坚实基础，盘
锦市计划“十四五”期间，实现丹顶鹤
野化种群500只。

李 博 本报记者 刘立杉

辽宁鹤类种源繁育基地添新丁

今年已成功孵育43只仙鹤宝宝

“家乡丹东有许多与抗联和抗
美援朝相关的历史，我终于可以有
时间完成研究‘那段红色历史’的心
愿 了 ，要 用 余 生 把 这 件 事 坚 持 到
底。”尽管退休已经四年多，但卢骅
却一年比一年忙，从辽宁社会科学
院研究员的岗位上退休以后，他担
起了天桥沟抗联一军军部旧址陈列
馆名誉馆长、河口抗美援朝陈列馆
馆长的重任，继续为深入挖掘家乡
的红色历史资源奉献余热。

卢骅对抗美援朝历史研究的兴趣
源于父亲的一件藏品。抗美援朝期间，
卢骅的父亲是铁道兵桥梁大队卫生所
的一名医生，这件藏品是父亲往来国内
和朝鲜使用的临时渡江证。“那时候父

亲回国主要是购置药品和医疗器械，而
每次往返，都需要提前开具一张临时渡
江通行证。”卢骅说，小时候，听父亲讲
过很多与抗美援朝有关的故事。当年，
父亲和同事一起外出给朝鲜大娘看病，
回来途中遭遇美军飞机扫射，同事当场
牺牲。父亲一直想找到同事的家人，但
直到去世也未能完成心愿。正是这些
故事，为卢骅种下了一颗研究“那段红
色历史”的种子。

求学、工作，卢骅离开家乡多年，
“退休后为家乡做点事”的想法一直萦
绕在他的脑海里。2019年，退休两年后
的卢骅受邀参与创建天桥沟抗联一军
军部旧址陈列馆和河口抗美援朝陈列
馆。在完成两个馆展陈大纲的同时，他

还拿出自己多年来收集的藏品用于馆
内实物展陈。“终于可以为我收集多年
的藏品找到‘家’，也真正让它们发挥自
己的作用，为家乡的红色历史增光添
彩。”卢骅高兴地说。

2019 年 11 月 28 日，天桥沟抗联
一军军部旧址陈列馆正式开馆，该
馆独具特色、展陈内容丰富真实，在
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同时，传播
了红色文化。在担任该馆名誉馆长
的同时，卢骅还承担着讲党课的任
务，他主讲的杨靖宇将军和抗联一
军在天桥沟的战斗历程，深受学员
喜爱。截至目前，已有上万名省内
外的党员干部在天桥沟接受过抗联
精神教育培训。

几年来，退休后的卢骅笔耕不辍，
致力于红色旅游、东北抗战史和抗美
援朝运动史研究，出版了《辽宁红色旅
游发展研究》《辽宁抗美援朝运动史》
等专著，发表论文、研究报告上百篇。

“宽甸满族自治县有很多与抗联和抗
美援朝相关的历史遗址遗迹，也流传
着一些革命英雄事迹，以往对这方面
的研究远远不够，包括文博展览、教育
培训，以及弘扬抗联精神、伟大抗美援
朝精神等方面都需要有人去做。”卢骅
感觉前面的路任重道远，“我还发现，
很多资料对史实的描述说法不一，我
就希望把自己掌握的资料和自己多年
的研究成果奉献出来。”卢骅要把他的
研究进行到底。

卢骅为挖掘家乡的红色历史资源献余热
本报记者 王卢莎

视点 SHIDIAN

本报讯 记者杨丽娟报道 日
前，大连市发布《关于推进高中阶段学
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试
行）》，从2021年秋季入学的初一年级
学生开始，全面推行大连市初中学业
水平考试和高中阶段学校招生改革政
策，建立符合大连市市情的高中阶段
学校考试招生制度，形成分类考试、综
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

对来连人员随迁子女，凡服从实
际居住地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入学安
排，并取得大连市初中学校初始注册
学籍，有三年初中学籍并有完整的学
习经历，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持
有在大连市登记办理的有效期内的
辽宁省居住证，至少有一方在连有合
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并实际居
住（含租赁），自初一年级秋季入学前

（8月31日前）至中考录取时在连连续
缴纳社会保险，其子女中考时享受省
市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指标到校录取
政策。

采用“电脑派位”办法分配指标生
数。从2021年秋季入学的初一年级开

始，根据各地区分得的每一所省市级
示范性普通高中的指标生数，先将各
初中学校按学区内人数计算出分得指
标到校数量的结果整数部分直接分
到各初中，再将计算结果的小数部分
汇总采用“电脑派位”办法分配到各
初中。

渐进式调整指标到校比例和指标
到校生录取分差，市内五区2024年中
考指标到校比例维持 70%不变，以后
按照每年增加2%的比例逐年提高指标
到校比例，2029 年达到 80%。市内五
区以外地区省市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招
生计划中的指标到校生分配比例不得
低于 75%，2029 年不低于 80%。2024

年省市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录取指标到
校生分差控制在该校统招录取线下45
分以内，以后每年增加3分的分差并逐
年提高，2029年省市级示范性普通高
中录取指标到校生分差控制在该校统
招录取线下60分以内，从2030年开始
取消指标到校生录取分差。

为确保中考改革顺利推进，各地
区高中阶段考试招生经费纳入同级财
政预算，加大中小学师资、考试招生经
费、设施设备等投入保障力度，改善义
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深入实施“阳
光招生”，落实考试招生违规行为责任
追究制度，严肃查处考试招生中的违
规行为。

大连中考招生出新政

来连人员随迁子女享指标到校政策
关注

本报讯 记者王卢莎报道 日
前，丹东市新规划 2000 余个停车
泊位，缓解停车难题。丹东市围绕

“交通更安全、道路更畅通、群众更
满意”目标，采取规范设置“电子警
察”、施划重点部位交通线路等措
施，全力破解城市交通道路“停车
难、行车难”问题，为全市人民打造
路畅人安的交通环境。

经过调研论证，本着依法依
规、科学规划、合理利用、精细施
工、方便群众、应划尽划的原则，最

大限度地增加丹东市的停车泊位，
切实解决群众停车的迫切需求。
目前已经在锦山大街、水源路、福
春街、九江街等 10 条街路新增停
车泊位2000余个，预计8月底还将
新增1000余个停车泊位。

在此期间，丹东市交警部门在
全市多条道路同时施工的情况下，
主动与住建、市政等部门对接，采
取晚间划主线、白天划车位的方
法，全力保障工程进展，确保施工
和交通两不误。

丹东缓解停车难
增设停车泊位2000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