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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甘晓伟 通
讯员 鲁文杰）为积极营造全
社会共同关心关爱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目前，
渭沱镇组织开展以“扫黄打
非”进校园为主题的志愿服务
活动，切实守好校园净土。

活动现场，志愿者围绕
“扫黄打非是什么、扫黄打非
的意义、扫黄打非在行动”三
个方面，用通俗易懂、喜闻乐
见的沉浸互动方式开展科普，
直观形象地加深了同学们对

“扫黄打非”的了解，引导学生
们养成正确的阅读习惯、上网
习惯，构筑健康成长的“精神

防护林”。此外，镇卫生院的
医护人员通过器材演示和操
作要领讲解，向全校师生普及
了春季健康知识、心脏复苏术
等急救知识，提高了学校师生
预防意外事故和春季疾病的
能力。

据悉，此次“扫黄打非”进
校园活动，共发放宣传册、宣
传品等各类资料200余份。通
过此次活动，不仅增强了学生
自觉抵制和远离有害出版物
及信息的意识，而且净化了校
园文化环境，同学们纷纷表示
要从自身做起，共同守护良好
的校园文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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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甘晓伟)一个人照
亮一条路，一群人温暖一座城！日
前，在全市加强基层治理推动平安重
庆建设大会暨市委政法工作会议上，
被评为 2022 年重庆市见义勇为先进
个人(群体)的 8 名个人和 2 个群体获
得表彰。其中，我区唐春梅、赵国斌、
姜成高荣获“见义勇为先进群体”称
号。

2021年8月12日19时许，胡（音）
先生与家人在涞滩镇双龙湖边钓鱼，
其妻子和女儿在湖边小车上休息。
突然，小汽车滑向水中，胡先生见状
急忙跳入湖中准备施救，但他自己并
不会游泳。家住湖边的村民唐春梅、
姜成高听到了动静，立即跑出来查
看。“有人落水，快救人！”唐春梅大喊
道。姜成高赶紧跑到湖边，跳上自家
小船，奋力往人员落水处划去。而此
时，正在湖边钓鱼的赵国斌听到呼救
后，急忙带着两件救生衣跳入湖中，
朝落水车辆游去。

在一眨眼间，轿车已划入湖里
10 多米远，大量湖水涌入导致车辆
不断下沉，水已漫到了车窗位置。
被困女子将女孩从右车窗推出后，
自己也拼命爬了出来，在水中挣扎
着。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赵国斌急

忙赶到，将救生衣丢给落水女子，他
自己带着被困女孩向岸边游去。“当
时，落水女子的丈夫胡先生已经慌
了神，不会游泳的他下水施救，也被
困在水中。我途中去拉他，没想到
他顺着我的胳膊一下抱住了我的脖
子，当时脖子上挂着两个人，根本无
法游动和呼吸。”赵国斌意识到，再
这样下去三人都有溺亡的危险。于
是，他先将胡先生推至有救生衣的
落水女子旁，带着女孩用尽力气往
回游。

还未游至岸边，赵国斌已经感到
精疲力尽，幸好唐春梅带着绳子和救
生圈赶到，与赵国斌合力把女孩救上
了岸。此时，有着40多年捕鱼经验的
姜成高也将船划到了落水夫妻旁边，
而轿车已经完全沉没，由于救生衣浮
力无法承受两人重量，他们只能将头
露出水面呼吸。见落水女子因受惊
呛水，意识有些不清晰，姜成高招呼
女子丈夫先拉住船舷，准备先将女子
拉上船。“女子体重 130 斤左右，加上
衣服吸了水又很重，拖都拖不动。”姜
成高感慨说，还好赵国斌又返回湖
中，奋力在他们背后托住，才一点一
点把夫妻俩拖到了船上，落水的一家
三口得到成功营救。上岸后，唐春梅
和热心群众还找来自家衣物为一家
三口换上，并对他们进行安抚。

“谢谢!谢谢!要不是你们，我们今
天肯定没命了!”胡先生一边照顾着妻
女，一边向姜成高和唐春梅连连道

谢。胡先生说，他当天下午带着妻女
来湖边钓鱼，由于天气炎热，妻子和
女儿在车中开着空调乘凉，可能是不
小心触碰了刹车，才导致车辆滑动。

这是一场与死神赛跑的接力赛，
也是一群平凡人拯救平凡人的故
事。在危难时刻，每一个挺身而出的
身影都值得被看见和铭记，每一份义
无反顾的勇气都值得被尊重和赞
扬。面对表彰，76岁的姜成高老人坦
言很高兴，也非常荣耀。姜成高说：

“虽然我年事已高，但今后再遇到类

似的事，我还是会挺身而出，因为那
是一家人的生命啊，不可能眼睁睁看
着他们下沉。”

一起参与营救的赵国斌表示：
“我年纪比姜大哥小，也当过几年兵，
我相信任何一个中国军人，看到这种
情况都会救人的。”。

“其实我心里觉得有点惭愧，因
为我觉得这只是一件很小的事，任何
人遇到了都会挺身而出，政府给予了
我们这么大的荣誉，我们内心很感
谢。”唐春梅说道。

合力营救落水者 演绎现实版“生死时速”

“见义勇为先进群体”称号获得者 区委宣传部供图

本报讯（记者 张敏 通讯
员 王瑶 摄影报道）为引导广大
群众学习雷锋精神，自觉投身到
生态文明建设中，近日，三汇镇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机关支部、
镇妇联、团委等部门联合开展

“河小青”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
行动践行爱河护河理念。

在雷锋精神和志愿服务

精神的指引下，20 余名志愿
者身穿红色马甲、拿着钳子和
扫帚等劳动工具，来到老龙河
沿岸清理河段内的枯枝落叶、
杂物，捡拾白色塑料袋、泡沫、
纸张等，充分发扬不怕脏、不
怕累的优良作风和团结协作
的良好精神风貌，为河岸保洁
贡献力量。

三汇镇

开展学雷锋“河小青”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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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利 邱云
春）百草竞春华，丽春应最胜，
正是踏青好时节。为丰富残
疾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引导形
成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的
社会氛围，营造扶残助残的社
会风尚，3月10日，区残联“与
爱同行 共赏春景”主题党日
活动暨合阳城街道助残志愿
服务在合阳城街道利川社区
举行，区残联在职党员干部、
合阳城街道助残志愿者与残
疾人士共享春日繁花，拥抱生
机勃勃的春天。

当天，残疾人士吃着新鲜

出炉的烧烤，欣赏活力十足的
舞蹈节目，现场不时爆出发阵
阵掌声。“两个字，一个体育项
目！”“举重！”游戏互动环节，
志愿者和残疾人两人一组，一
人比划一人猜词，好不精彩。
吹乒乓球、套圈等趣味小游戏
接二连三，现场气氛欢乐热
烈。游戏结束后，党员干部和
志愿者端上蛋糕，为本月过生
日的残疾人过了个欢乐的集
体生日。

随后，残疾人朋友在党员
干部和志愿者的陪同下，走进
广阔的油菜花田，欣赏如画的
美景，感受春天的气息，与和
煦春天、身边朋友合影留念，
现场欢声笑语不断，这场活动
为这些残疾人带来了愉悦的
身心体验。

区残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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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演现场

本报讯（记者 周云 摄影报道）3
月 11 日下午 3 点，“三江大舞台·文艺
周周演”文艺展演活动在东津沱滨江
公园水秀舞台拉开帷幕，来自合川区
星月艺术团的文艺工作者为市民献上
了一台精彩的“文艺大餐”。

为助力东津沱文化湾区建设，区委
宣传部、区文联联合策划了“三江大舞
台·文艺周周演”文艺展示活动，活动以

“放歌新时代·奋进新征程”为主题，从3
月11日开始每周六下午三点至四点半
在东津沱滨江公园水秀舞台展演合川
文艺协会和文艺社团原创或编排的文
艺节目，并将展演节目纳入区文联“满
江红文艺志愿服务”项目内容。

展演节目按照音乐表演、戏剧曲

艺、民间歌舞、民俗表演、服饰走秀、
综合文艺等类别组织，每一场展示由
一个文艺协会或者特邀团队牵头承
办，节目内容需提前一周报区文联和
区委宣传部审核把关。负责首场展演
的是合川区星月艺术团，该团当天展
演了开场曲《金蛇狂舞、喜洋洋》、器
乐合奏《花灯锣鼓闹新春》、舞蹈《洗
衣歌》、女声独唱《我们的中国梦》、现
代京剧《沙家滨选段: 军民鱼水情》等
11个节目。

据悉，按照活动安排，下周六下午
展演单位为合川区汉服协会，该协会
将在东津沱滨江公园水秀舞台表演汉
服游行快闪、汉服走秀，展现各朝代的
妆容和服饰。

“三江大舞台·文艺周周演”文艺展演拉开帷幕

本报讯（记者 袁询 摄影
报道）3月10日下午，区法院未
综庭干警去到高阳小学，给同
学们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法治
宣讲课。

当天，未综庭干警周娇以
“压岁钱”为引，从“压岁钱”的
来源、各地区压岁钱的收取现
状等方面吸引同学们的注意
力，激发同学们的好奇心，而后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的角度讲解了作为小学生能
否收取、支配、使用压岁钱，
以及父母能否保管、使用自
己的压岁钱。宣讲过程中，

未综庭干警周娇还与同学们进
行了交流互动，一问一答中引
导同学们深入理解法律知识，
提升法律意识。

活动结束后，未综庭干警
向同学们分发了普法宣传手
册，并鼓励同学们在日常生活
中，敢于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争做知法、懂法、
守法的小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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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谌永恒）3 月 14
日，记者从区市场监管局获悉，该局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多措并举维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2022 年全年，共及
时处理办结 12315 等投诉举报平台
各类投诉举报4210件。

“合川一超市关门停业，238 名
消费者进行维权，短时间内为消费
者挽回经济损失 6 万多元……”“装
饰公司不履约的情况下，以支持集
体诉讼的方式帮助消费者‘零成本’
维权，区法院一审判决公司退还装
修款 36.8 万余元……”这些个案和
数据是区市场监管局去年以来消费

维权工作的一个缩影，2022 年以来，
该局围绕“倡导诚信经营·共促消费
公平”主题，全力营造和谐、安全的
消费环境，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合
法权益。

宣传引导方面，区市场监管局整
合线上线下多平台资源，针对预付式
消费、大数据“杀熟”、老年保健品等
热点问题，进商场、进社区、进乡村
宣讲有关法律法规，普及消费维权意
识，提振消费信心；通过门户网站等
多平台，发布抽检结果、消费维权典
型案件、生活消费提示等，提醒广大
消费者安全消费、理性消费。

加强风险防范方面，该局围绕食
品、药品、特种设备和工业产品质量
安全，开展“拉网式”风险隐患排查，
通过建立风险隐患管理台账，逐项明
确整改或管控措施，动态更新落实情
况，切实将问题清单化、排查事项
化、责任具体化，实行闭环管理，截
至目前，发现并整改各类风险隐患
1599个。

构建共治机制方面，区市场监管
局 引 导 区 内 18 家 企 业 入 驻 全 国
12315 平台，充分发挥在线消费纠纷
解决机制（ODR）作用，强化企业自
律，促进消费纠纷快速和解，截至目

前，共在线化解纠纷 110 余件，为消
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27.41 万元；联合
村（社区）、大型商超设立消费维权
服务站 79 个，不断延伸维权触角，借
助社会多方力量引导大型商超、优质
企业建立赔偿先付制度。

据悉，今年，区市场监管局将聚
焦“倡导诚信经营，提振消费信心”
主题，以“3·15 消费者权益日”为契
机，进一步加强职能监管、提升服务
效能，持续规范和净化市场经营秩序
环境，严厉打击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
为，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
得感。

我区多措并举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