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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惠民生 医德医风传温情
记者芦懿

韩林雍

镇海区新闻中心

在宁波镇海第二医院，有一群热衷于公益事业的志愿者，他们积极投身公益事
业，为弱势群体送去温暖和希望；他们伸出自己的双手，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以鼓
励，彰显了人性的光辉，绘出了一幕幕感人的画卷；他们活跃在大街小巷，用向善
的公益力量，让自己变得更好，也让社会变得更美好。
“爱心就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我们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每个人的心灵都
像是一扇窗，窗户打开光亮就会进来。”镇海第二医院公益团队就是这样一盏灯，在
照亮他人的同时也温暖自己。

镇灵通新闻客户端

小场景大幸福·解读最具幸福感城市镇海②

一块小黑板背后的“教有所成”
记者林晓艳 通讯员胡艳

行公益，
行公益，
点亮大山里
点亮大山
里的希望之光
“谢谢你们对我的鼓励，我会努力学习，相信总有一天能够走出大山，看看
外面的精彩世界。”这几天，镇海第二医院公益团队负责人莫玲春收到了从两千
多公里外的四川凉山寄来的一封信，落款是一位彝族女孩的名字——吉巴克
子。打开这封饱含无尽谢意的书信，一句句朴实的文字让莫玲春的思绪翻山越
岭，回到了二个多月前那次难忘的公益之旅。
9 月 20 日，由镇海第二医院与区新闻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七届“衣家人”爱
心捐衣活动，募捐到一万多公斤衣物，通过物流顺利到达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
美姑县峨曲古乡。崎岖泥泞的山路并没有阻挡志愿者的脚步，大家三步一滑地
背着各种生活物资和御寒衣物来到贫困户家中，将宁波人民的爱心交到他们的
手上。虽然走访的贫困户有限，但是看到当地群众穿着新衣服满心欢喜的样
子，志愿者的心里也就甜了。
逗留在当地的短短三天时间里，公益团队的志愿者除了送物资外，还将公
益课堂送到了当地小学，在全国爱牙日当天，给峨曲古乡合觉莫村小学的学生
们普及了科学实用的口腔保健知识。考虑到学校里没有多媒体设备，志愿者在
去之前特意将讲课用的 PPT 打印出来，以便孩子们课上查看以及日后翻阅。简
单易懂的语言加上生动活泼的图片，孩子们听得专心致志，眼里闪烁着对知识
满满的新奇与渴望。
记者了解到，这并不是志愿者第一次为贫困山区群众送去温暖的冬衣，多
年来，镇海第二医院一直与区新闻中心合作，每年冬天的“衣家人”活动成了
不少镇海人心中一个爱心的约定，大家齐心协力把几十吨爱心物资源源不断地
发往更需要它们的地方。从策划活动到联络爱心单位，再到确定活动场地等，
每一个环节都凝聚了公益团队的付出和心血。当大家还沉浸在今年“衣家人”
活动带来的感动中时，明年的活动已悄然提上了日程。积少成多、聚沙成塔，
相信这份爱心将一直延续下去。
虽然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但是每当莫玲春翻出手机，看着那些大山里孩
子们的照片，孩子们纯真的笑脸以及清澈的眼神总会清晰地在脑海中浮现，一
种无名的思绪不断在心间回荡。“温暖永远不会缺失，教育也不应该缺失，就像
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坚持在公益路上不断前行一样。”莫玲春说，“只要我们不放
弃就一定能够到达终点。”

志愿者在凉山入户看望孩子并送衣服

守初心，
守初心
，失独老人重拾生活希望
5 年前，镇海第二医院公
益团队志愿者在一次社区义诊
活动中结识了一位失独老人戴
阿姨。这位老人经历了“白发
人送黑发人”的悲楚后，不再
愿意接触社会，把自己封闭起
来，心理也变得脆弱和敏感。
季碧芳是镇海第二医院公
益团队的一名志愿者，对于老
人的情况比较了解。“这是家
住庄市的戴阿姨，今年 70 多
岁了，老伴前些年因为癌症去
世，儿子和儿媳也在后来的一
次车祸中离开人世，也并没留
下一儿半女，这些年都是她自
己一个人过。”季碧芳打开手
机指着一张照片对记者说道。
接二连三的打击，让老人的生活突然间失去
了颜色。她日日以泪洗面，在日复一日的悲
伤中，老人的双眼逐渐模糊直至失明。
戴阿姨失明之后生活极其不便，就住进
了姐姐家。季碧芳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老
人从神情到行动都极为木讷，除了自己的姐
姐，老人不愿意与任何人沟通，对于前来慰
问的志愿者也保持了一种陌生的疏远。了解
到老人的基本情况后，公益团队与老人的姐
姐建立了联系，定期来看望老人，尝试与老
人沟通交流。

镇海第二医院举办专家义诊活动

镇海第二医院举办专家义诊活动

课后托管
“有滋有味”
实现学生、家长
“双重幸福”
日前，区崇正书院和区实验小学
正率先进行课后托管“点心试点”，由
教师、学生、家长组成“三方品鉴
团”多次实地查看商家卫生和运作情
况，确定点心供应商。“点心的种类比
较丰富，在课后托管提供点心让孩子
垫垫肚子是项人性化的温暖举措。”学
生家长点赞道。
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满足学生
和学生家长多元化的需求，区中心学
校、蛟川中心学校等设置了内容丰富
多 彩 的 课 后 托 管 ， 形 成 “1 + x” 模
式，在作业、阅读、运动之外，设立
每周 1—2 次的“个性社团”，学生可
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选择七巧
板、魔方、数独、足球、棋类、绘画
等社团，使自己在课后托管的时间里
过得“有滋有味”。
（下转第三版）

“大民生”护航
“小家庭”

听，
镇海人的幸福声音
记者朱蓓蕾 周盈颖

为老人测骨密度

上门为老人看诊

通过一次又一次沟通、碰壁、再沟通，
戴阿姨与季碧芳从相对默默无语到慢慢熟
悉，从抵触抗拒到敞开心扉，从结对帮扶到
成为家人，志愿者用真情叩开了老人心门，
“我们后来去时，老人会笑着来迎接我们，会
拉着我们的手主动跟我们唠唠家常。”季碧芳
说：“前几天老人的半边脸肿了，第一时间就
想到了给我们打电话，说明她把我们装在了
心里，我们也马上派医生上门诊治。”
近年来，公益团队开始关注失独老人这
个特殊的群体，对身边的失独老人开展从身

到心的照顾和关怀，为他们送去温暖。在与
失独老人接触的过程当中，志愿者发现心理
救助远比物质帮助更重要，也更艰难。而作
为医务工作者，他们正好能从自己的专业出
发，力所能及地帮助到这些老人，并且一直
坚定地做下去，努力让他们重获生活的希望。
镇海第二医院公益团队自 2015 年开始结
对失独老人，先后已经结对近百名失独老
人，为老人普及健康养生知识，进行心理疏
导，帮助失独老人建立积极乐观的生活态
度，安享健康快乐的老年生活。

为民生，
为民生
，助力医患关系和谐发展
为了让孩子了解口腔知
识，从小养成良好的习惯，
镇海第二医院公益团队的志
愿者常前往学校、社区，组
织小朋友开展“小小牙医”
体验活动，教育小朋友学会
呵护牙齿，保护口腔健康。
几年的体验活动组织下来，
公益团队不仅有了一大票的
“小粉丝”，而且还有了一些
意料之外的惊喜和收获。
口腔科医生季凯乐不仅
是公益团队的一员，同时也
是牙医体验活动的讲师，每
次活动现场总是能看到他忙
碌的身影。通过一系列富有
趣味性的互动，不仅给了孩子丰富的感官体
验，还让他们在快乐中懂得了更多关于口腔
和牙齿的知识，掌握正确刷牙方法。“现在儿
童口腔问题呈上升趋势。我们的愿望就是让
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不被牙齿问题困扰。”季凯
乐对记者说，体验活动可以让小朋友消除看
牙的恐惧心理和紧张情绪，“很多家长会打电
话来反馈，说孩子回家以后开始认真对待自
己的牙齿了，不需要家长监督就会好好刷
牙，还会督促爸爸妈妈好好刷牙。”
随着体验活动广泛开展，认识季凯乐的
小朋友也越来越多。“以前很多小朋友来看牙
的时候，心里会对医生有天生的恐惧感，不
会乖乖配合我们。”季凯乐说，原来小朋友来

学生们不止是会学习，注重学生
个性发展的体育运动也同样精彩。
近年来，一套由蛟川书院体育教
师自编，融合街舞、武术等多元素的
室内操深受学生欢迎，成为学生们每
日 进 行 体 育 锻 炼 的 “ 好 拍 档 ”。 5 年
来，蛟川书院坚持实行 1 天广播操，1
天自编室内操，锻炼学生的协调性、
灵活性，增强学生的体质，缓解学习
的压力。
为激发学生对体育的兴趣，镇海
区各学校积极创建体育特色品牌，提
高学生运动水平。区实验小学是全国
足球特色学校以及全国冰雪运动特色
学校，学校每周每班开展一次相关的
课程，让学生在丰富的课程内容中不
断地动起来，跑起来，获得身心愉悦
的“幸福感”
。

蛟川中心学校是宁波市定点射击
学校，从四年级开始实行“射击进校
园”，让所有孩子都接触射击项目，教
授射击基本技巧，给学生讲解相关射
击知识、文化等，建立良好的人才梯
队，形成可持久的体育传承。
近年来，在区教育局“教师发展
学校理念”的指导下，体育教师队伍
建设基础夯实、成效显著，形成了中
小学体育教师“横向互连、纵向互
通”，构建了从幼儿园、小学、初中、
高中一体化的“镇海区体育教学研究
共同体”
。
该共同体打破了学段限制，由名
优教师引领，骨干教师发力，带动青
年教师实现层级发展，通过线上研
讨，线下课堂展示等方式，激发体育
教师的自我成长内驱力，快速提升体
育教师的教育教学和科研水平，有效
推动镇海区体育教育教学向更高目标
迈进。

徐晋晟

11 月 18 日下午，2020 中国幸福
城市论坛在杭州举行，现场发布了
2020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系列榜单。
镇海区获评“2020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
市 （城区） ”
。
其实，镇海人幸福感并非一蹴而
就。从深厚的人文底蕴，到便捷的科
技应用，幸福感是一点一滴的沉淀，
汇聚成百姓的笑脸。
青山绿水，绘就镇海人的幸福画
卷。“近年来，我们的市容市貌更好

了，像我妈这样的老年人，更喜欢出
去散步、游玩了，生活更丰富了。”陈
静梓是位土生土长的镇海人，对她来
说，幸福就流淌在青山绿水之间。
便民政策，谱出镇海人的幸福乐
章。“小孩接接、太阳晒晒、出去玩
玩，儿子媳妇也挺孝顺，每年的养老
金都在涨。”当聊起退休后的生活，镇
海居民佩阿姨笑得合不拢嘴。对她来
说，幸福就是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共享天伦。
“免费线上销售培训班，给我们打
开了一个新世界，蔬果销售的渠道更

广了，今年收益还是蛮大的。”宁波金
果园经理韩晶晶说。于她而言，幸福
是线上线下齐发力，蔬菜水果销售
忙。在政府的扶持下，今年的果园呈
现一片丰收景象，幸福的笑容洋溢在
每一个农场工人的脸上。
科技创新，扬起镇海人的幸福风
帆。“科技的应用让学习随时随地都可
以发生。”镇海中心学校教师冯凤说，
“最直观的是在疫情期间，老师可以对
学生远程指导。”对冯凤来说，幸福是
科技带来教学模式的创新。
“共享单车发展得越来越好了，校

园周边到处可见。”“刚入学时，我办
的还是 （手机） 4G 套餐，现在学弟学
妹们都用 5G 套餐了。”宁波大学的学
生们说。对这些年轻一代而言，幸福
就是交通更便利一些，网络速度再快
一点。
幸福没有终点站，追梦永远在路
上。随着镇海的城市建设不断推进，
一所所新建学校拔地而起，一条条新
大路开通通车，一个个老小区焕发新
貌，一条条生态绿道伸向远方……展
望未来，镇海的幸福故事，还将一直
延续。

姚江东排北支线通过宁波市美丽河湖创建验收
推进“五水共治”

建设美丽家园
本报讯 （记者陈莹 郑童 通
讯员于文霞） 近日，记者从区农业
农村局获悉，经过近一个月的评
选，我区姚江东排北支线通过

2020 年度宁波市美丽河湖创建验
收。
姚江东排北支线西起九龙湖镇
化子闸，东至澥浦镇澥浦新闸，全
长约 16.7 公里，是镇海区境内东
西走向的重要骨干河道，肩负着江
北镇海片区防洪排涝、改善水生态
环境的重担。
近年来，我区大力推进防洪排

涝工程建设，姚江东排北支线也得
到了立体化、系统性的全面综合治
理和提升。整治紧紧围绕“美丽宁
波”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目标和城市
发展定位，以自然山水格局为基
底、河湖水系为纽带，注重河流自
然、社会属性以及山水、文化、旅
游等资源整合。沿线紧扣全域旅
游，努力营造江南水乡诗画意境，

以 九 龙 湖 “ 美 丽 乡 村 ”、 澥 浦 镇
“十七房”旅游古村落为依托，坚
持文化引领，充分挖掘与展示河湖
的治水文化和人文历史。
如今的姚江东排北支线是一个
水清岸绿防洪排涝的“镇海样
板 ”， 是 一 条 “ 安 全 、 生 态 、 景
观、文化”的靓丽风景线和造福人
民的“幸福河”
。

宁波舟山港积极调整运输结构，
发展绿色交通体系

年煤炭
“公转铁”业务量首破百万吨
“小小牙医”体验活动

门诊看牙的时候可能会因为又哭又闹半小时
都看不好病，现在配合度高了，医生看病的
效率也提高了，后面排队的患者也不会因为
长时间等待影响心情，有效减少了医患之间
的摩擦。“这说明我们办的这些活动是很有意
义的。”季凯乐欣慰地说。
开展公益活动的初衷是为了帮助更多的
人，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知不觉就与居民
增强了沟通，让更多的人了解和信任医务工
作者，建立和维持良好的医患关系。季凯乐
表示：“其实绝大部分的医护纠纷都由于缺乏
沟通，我们想通过这样的活动，走进居民的
生活中去，让医患之间的交流更通畅，让医
患之间的关系更有温度，这也是我们一直在

为学生讲解牙齿护理知识

努力的。”
“年轻人有想法有激情有冲劲，只要是有
益于社会的事情就大胆去做。”这是镇海第二
医院院长许和杰常挂嘴边的一句话。第二医
院公益团队自 2011 年创立以来，始终坚持以
公益性为导向，组织志愿者和爱心人士开展
慰问帮扶、义诊服务、科普宣传、公益募捐
等一系列社会公益活动，赢得了社会广泛赞
誉。成绩的背后，是镇海二院人九年来对公
益事业的坚守与践行，“投身于公益事业，需
要热情，更需要爱心和奉献精神。愿公益活
动犹如雪中送炭，将这份爱心植入心田，并
一直传递下去。”二院人是这么说的，更是这
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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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超梁 郭力 通
讯员裘继强 郑炜） 昨日下午，一
列满载煤炭的货运列车，从宁波舟
山港镇海港区缓缓驶出，前往绍兴
皋埠。至此，宁波舟山港今年已累
计完成煤炭“公转铁”业务量达到
100.2 万吨，同比增长 276.7%。
“这也是宁波舟山港年煤炭
‘公转铁’业务量首次突破 100 万
吨大关，标志着宁波舟山港在调整
货物运输结构上取得实效，为打赢
蓝天保卫战贡献出海港力量。”宁
波港铁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铁
司） 相关负责人表示。
与公路运输相比，铁路运输拥
有规模大、能耗低、污染低等优
点。国家推进运输结构调整三年行
动 计 划 （2018—2020 年） 明 确 ，
以长三角地区等区域为主战场，推
进大宗货物运输“公转铁”“公转

水”
。
宁波舟山港第一时间响应国家
政策要求，积极调整运输结构，发

铁司负责宁波舟山港铁路货
运。“一列载有 84 标准箱的敞顶集
装 箱 班 列 ， 可 装 送 煤 炭 2700 余
吨，相当于 60 余辆大型重载货车
的运量。”铁司相关负责人说，能
耗和污染物排放量则分别仅有重
载汽车的七分之一、三分之一，
可有效减少环境污染和行车安全
隐患。
今年以来，宁波舟山港发挥
散杂货体系优势，升级运输工
艺、稳定客户货源、加强生产组
织，推动煤炭“公转铁”运输逆
势上升。
目前，宁波舟山港至皋埠、
钱清等地的“公转铁”班列已相
图为煤炭“公转铁”专列。
继开通，在杭萧绍地区形成了良
展绿色交通体系，于 2019 年 5 月
好的“公转铁”绿色品牌示范效
从镇海港区首发煤炭“公转铁”专
应，并辐射到浙西、江西等地区的
列。
潜在煤炭客户。

追求幸福，评价幸福感。11 月 18
日，2020 中国幸福城市论坛在杭州举
行，现场发布 2020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
市系列榜单。我区首次入选“中国最
具幸福感城市 （城区） ”。
有人说，幸福感是一种内心感
受，并不能以具体指标进行量化。实
则不然，城市幸福感不仅能够量化评
价，而且必须有看得见、摸得着的评
价指标予以量化。幸福感对于一座城
市的真正意义，不仅仅是一项荣誉，
更为重要的是一种鞭策。
虽然各人对幸福感受不同，但幸
福感受真实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深
处，并非虚无缥缈。于普通市民而
言，幸福就存在于柴米油盐酱醋茶的
生活细节中，微小而具体，一点也不
□
空洞，直接影响着大家的生活质量、
生活热情和生活信心，决定着市民的
幸福感。
对镇海市民来说，我们的幸福感
就在“一块小小的黑板”“一扇洁净
的窗户”“一辆温馨的餐车”“一条宽
阔的道路”“一个惠民的平台”等等
小场景里，代表着那一个个“教有所
成”“居有所美”“老有所养”“业有
所创”
“困有所解”的镇海幸福故事。
毋庸置疑，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幸
福，每天都希望真实感受到幸福。市
民幸福与否，除了自身拥有积极心态
之外，关键需要政府以人为本，不断
加大民生投入，让市民同享经济发展
成果，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
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
居、弱有所扶，衣食住行、社会保障
得到不断改善。唯此，市民幸福感才
能不断提升，“幸福”才能成为市民
发自肺腑的心声。
的确，最真实的幸福感来自最琐
碎的生活细节。提升市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就应该更加注
重富民、惠民，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
就是要让群众能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让市民享受看得见、
摸得着的“获得感”，最终点睛于“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只有大家的日子过得越来越顺心、安心、开心，市民的幸
福感才会越强。这是硬道理，一点水分都兑不得。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镇海荣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城区） ”，更应将此作为推进“港口强区、品质之城”建
设的动力和压力。谁都想生活在环境优美、生态宜人、安
全宜居的城市，而这恰是“幸福感城市”的基本条件，更
是城市存在的根本价值。
“幸福城市”的追求没有止境，矢志不渝建设“最具幸
福感城市”，城市就会越来越美好，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市
民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幸福，城市的“软实力”将越来越
强。这是民心所向，也是城市的终极追求。

本报评论员

二院口腔科主任季凯乐在给美姑
县合觉莫村学生上口腔保健课

一块小小的黑板，记录着百年名
校的情怀和莘莘学子的风华。今年高
考结束后，即将踏入高校的学子们在
小黑板上以镇中人的名义寄语学弟学
妹：“愿你们将镇中深厚的红色底蕴植
根心底间，将家国情怀和大成时光凝
于纸脊，让镇中精神薪火相传。”文字
不长，只字未提高考，却蕴意深远。
每年，镇海中学“小黑板”都会
如约而至。“小黑板”透露着生机勃勃
的景象，文字含蓄内敛又激人奋进，
在回归教育本源之路，走出了“镇中
传奇”
。
的确，镇海的教育成果令人瞩
目，现在正从省教育基本现代化区向
更高水平的教育现代化区迈进，这是
镇海崇文善教的优良传统，是人文底
蕴的厚积薄发，也是“教有所成”的
幸福。

大力发展校园体育
乐享运动幸福

奖金 2000 元。城市形象 Logo 征集
奖 励 设 录 用 奖 1 名 ， 奖 金 50000
元 ； 设 入 围 奖 19 名 ， 每 名 奖 金
2000 元。

市民幸福感就是城市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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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话，能叫响镇海；城市形象 Logo 要寓意深刻，富有创新，辨识
度高，一张图能看懂镇海。
征集时间截至 11 月 25 日。届
时，主办方将邀请相关专家学者组
成评审委员会，以公平、公正、公
开为原则进行评选。结合公众投票
情况，评审委员会将对作品进行终
评，确定获奖名单并公布。此次宣
传口号征集奖励设录用奖 1 名，奖
金 50000 元。入围奖 19 名，每名

扫描二维码
参与征集活动

——镇海第二医院九年公益之路掠影

本报讯 （记者罗婷婷） 镇海城
市形象宣传口号和城市形象 Logo
征集活动发布以来，受到广泛关
注。截至目前，共收到宣传口号万
余条，Logo 近百个。
此次征集要求准确反映镇海城
市形象，彰显镇海城市精神，充分
传达镇海城市历史底蕴、文化内
涵、人文风貌、区域特色等，凸显
镇海气质。城市形象宣传口号要内
涵丰富，精炼简洁，朗朗上口。一

焚烧屡禁不止

观念仍需转变

专家讲解秸秆该去哪里

聚焦

直通车

本 报 讯 （记 者 乌 晓 聪 罗 婷
婷）“本来不想再问了，但情况真
的 是 每 况 愈 下 、 愈 演 愈 烈 ！” 近
日，有网友在镇海网络问政平台发
帖称，庄市街道逸夫路以东、汉塘
路两侧有垃圾或秸秆焚烧现象，每
天烧、连续烧，浓重的烟雾给周边
居民带来严重影响。
11 月 16 日 16 时，记者来到该
地段，正巧看到汉塘村方向飘着白
烟，同时远远望见庄市街道特保人
员正拿着灭火器在灭火。当记者赶
到现场时，特保人员已经离去，只
留下被扑灭的秸秆堆。记者了解
到，此类现象屡禁不止，而当问及
部分村民时，他们却表现得习以为
常 ：“ 一 直 这 么 烧 的 ， 能 怎 么 办
哦？”
为什么烧秸秆呢？在很多农民
眼里，秸秆就是用来烧火的，在地
里烧，灰可以沤肥。“烧秸秆可以
补充土地肥力、减少病虫害等。”
区农技总站负责人聂宁表示，“从
农业的角度看，烧秸秆是有好处
的。但是，现在处理秸秆还得考虑
环境因素，烧秸秆污染空气环境，
危害人体健康，且易引发火灾，所
以必须得禁止。”
据了解，为了禁止烧秸秆，区
农业农村局也采取相应措施。一是
农户直接将秸秆粉碎还田，经过

3-4 月发酵分解后，作为肥料利
用，目前占全区秸秆利用总量的
70%。但也有弊端，比如病菌源和
虫卵随秸秆还田，会使土壤中积累
的病虫越来越多，增加病虫害的发
生。第二是加强秸秆离田利用，支
持农户购买秸秆打捆机对秸秆进行
打捆，作为饲料或原料销售，这约
占全区秸秆利用总量的 20%。我
区支持农业大户购置打捆机对秸秆
打捆销售，此举对农地更环保，但
资金是个问题。“大农户花大价钱
购置打捆机，打捆了又卖不出去很
影响积极性，所以我们尽力帮这些
农户解决问题。”聂宁表示，“前两
年有过这类补贴，但是远远不够，
现在我们争取更多的政策补贴，希
望大农户带着小农户一起打捆秸秆
保护农地。”第三是将秸秆作为原
料在沼液池中发酵，沼液作为肥料
二次利用，减少化肥施用，这约占
全区秸秆利用总量的 5%。
目前，为禁止部分农户贪图方
便焚烧秸秆，区生态环境分局将加
强与所在镇 （街道） 联动，落实属
地责任，加强环境巡查，发现露天
焚烧秸秆现象立即制止，并采取
24 小时值班机制，快速处理秸秆
焚烧群众投诉，及时消除焚烧带来
的危害。“我们会加强对农户的宣
传教育，并联合街道去村里宣讲法
律法规和焚烧危害。”区生态环境
分局信访部门负责人表示，“农民
个人焚烧只有转变观念，才能真正
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