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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谌永恒）近日，龙凤
镇经堂村组织村干部、志愿者、村民开
展“积分制”活动，对院落进行大扫除，
用实际行动共建美丽家园，巩固市级
文明村创建成果。

走进龙凤镇经堂村曾家院子，宽
敞的文化广场，独具特色的百姓茶馆、

共享菜园、农家书屋让人眼前一亮；道
路整洁干净，村民文化生活丰富，乡风
文明、邻里和谐，一股清新质朴的文明
气息扑面而来。这是经堂村开展“积
分制”活动以来，迎来的新变化、新气
象和新风貌。

村干部、志愿者与当地村民正围
坐在百姓茶馆内唠家常、谈发展、促振
兴，有序分工着手为院落进行“大扫
除”。“咱们村背靠龙多山，是乡村旅游
的重要窗口，也是市级卫生村、市级文
明村、市级垃圾分类示范村，这些荣誉

来之不易，乡亲们要携手同行，共同守
护美丽家园……”村干部号召道。清
扫活动中，众人手持工具，有序分工对
院落的垃圾和杂物进行清扫和整理，
在众人的协作下，院坝整体面貌焕然
一新。

“大家每周会自发组织 2 到 3 次
清扫活动，不是‘自扫门前雪’，而是
义务开展院坝大扫除，大家会获得
相应的积分，可兑换实用的小物品，
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也让乡亲们
倍感舒心。”曾家院子村民王方素

说，大家用身体力行诠释着对家乡
的热爱，用小积分兑换出了大文明。

据经堂村党支部书记熊良勇介
绍，在市级文明村创建过程中，村里通
过召开党员大会、村民大会、院落大会
广泛宣传“积分制”活动，引导村民积
极参与，当地乡风文明、邻里和谐、环
境卫生、文明行为得到明显改善。下
一步，该村将在巩固成果，深化举措上
下功夫，进一步提升村民文明意识和
文明行为，共赴“文明之约”，为创建全
国文明示范村而不懈努力。

龙凤镇经堂村

小积分兑换出群众文明幸福生活 本报讯（记者 谌永恒）近
日，南津街街道书院路社区开
展“红色蒲公英·南城学雷锋”
消防安全进万家志愿服务活
动，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增强
社区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识和
火灾应急处置能力。

当天，社区和大学生志愿
者、辅警、辖区居民等去到区
消防救援支队南津街消防救
援站。消防员向众人普及消
防安全知识，手把手传授灭火
器、消防水带等设备操作方
法，了解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
安全注意事项及检查保养要

求，通过情景模拟发生火
灾，开展火灾应急演练。“参
加此次活动，学习了诸多消
防知识，既有理论，又有实
践，受益匪浅，今后若遇突

发情况，绝不慌乱，从容应
对。”市民张先生说，将把所学
安全知识带给周边亲友，共享
知识、共同提高、共筑消防安
全屏障。

据悉，书院路社区将以
此次活动为契机，创新宣传
手段，增强消防安全宣传渗
透力，不断深入社区、学校、
企业等场所开展消防培训、
应急演练、集中宣传等活动，
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消防安
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全
力确保辖区消防安全形势持
续稳定。

南津街街道书院路社区

普及消防安全知识
提升群众应急处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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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谌永恒 摄
影报道）日前，区摄影家协会
党支部开展主题活动，组织会
员去到南津街街道鹞子村为
当地村民免费拍摄“全家福”，
留住光阴，守住幸福。

“ 夫 妻 俩 牵 着 手 ，笑 一
笑……”在鹞子村，来自区摄
影家协会的摄影家们走访了
当地村民，在院坝内耐心指导
村民调整姿态，拍出漂亮的

“全家福”。在和煦的春风里，
用镜头记录村民们的美好瞬
间，众人在一起共叙友情、共
话乡村振兴，共赏李花漫山的

春日美景。摄影家们还将之
前在当地拍摄的李花盛开的
乡村美景图片赠予村委会，祝
愿当地产业兴旺，群众生活越
来越红火。

据区摄影家协会负责人
介绍，此次活动旨在推动摄影
艺术助力乡村振兴，将镜头对
准基层、对准群众，聚焦乡村
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广大群众
的美好新生活，用光影描绘乡
村振兴美丽画卷，并以此为契
机，创作更多优秀接地气的摄
影艺术作品，为促进乡村振兴
贡献文艺力量。

区摄影家协会

镜头定格美好瞬间
光影描绘乡村振兴美丽画卷

本报讯（记者 张敏 摄影报道）3
月15日，美丽而浪漫的太和镇亭子村

热闹非凡，一场单身青年交友联谊活
动在这里甜蜜上演。为拓宽我区单

身青年交友渠道，搭建单身男女联谊
平台，由共青团重庆市委主办，共青

团重庆市合川区委、中共重庆市合
川区太和镇委员会共同承办的“相
约太和·‘桃’你喜欢”2023 年合川共
青团三江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在这里
拉开序幕，全区共计60余名单身青年
参加。

活动开始，在主持人的引导下，单
身青年男女分别通过三句话作自我介
绍，三句话包括了姓名、年龄、个人的
家庭、生活和工作状况，个人爱好，择
友条件等。随后，男女青年通过“伙伴
向前冲”“你画我猜”“保卫气球也保卫
你”等互动游戏，拉近双方距离，从陌
生到熟悉，让大家消除拘谨。在场的
男女青年积极参与各种小游戏，现场
气氛热烈，欢声笑语不断。活动现场
促成 3 对青年男女成功牵手，活动结
束另有 10 多对青年因为相互有好感
交换了联系方式。

“这个地方很美丽，本次活动让我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放松心情，非常轻
松惬意……”来自区住房城乡建委一
个小伙子说，此次活动形式新颖，内容
丰富，拓宽了交友圈，增加了结识异性
的机会，即使不能做恋人，交个朋友也
非常值得。

主办方表示，下一步，将继续结合
我区实际情况，策划更多更丰富的活
动，拓宽交友渠道，让青年树立正确
的婚恋观，帮助青年成就美满姻缘。

青年交友联谊 寻找春天里的浪漫

本报讯（记者 任洋 摄影
报道）“老大爷，你们可以看看
资料上的东西，回去给家人讲
一下。”3月16日，我区在南津
街街道体育馆外广场举行涉水
安全宣传活动，主题为“强化居
民避灾避险意识 当好安全第
一责任人”，工作人员正耐心为
市民讲解涉水安全知识。

当天，活动现场设置了宣
传展板，展示了洪涝灾害防范
要点、山洪灾害防御常识、水
上出行基本安全知识、泥石流
避险与自救、山体滑坡避险与
自救等内容；发放了宣传资

料，包括水旱灾害防御知识、
洪水分区管控小知识、水上交
通安全知识等内容；播放了涉
水安全宣传教育片。“我今天
很认真学了这些安全知识，以
便遇到突发情况能够有效应
对。”南津街街道市民张女士
告诉记者。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区水利
局主办，航发集团草街航电公司
承办，区交通局、区农业农村
委、区应急局、有关镇街协办，
旨在进一步宣传涉水安全知
识，提高人民群众对水旱灾害
的认识，增强避险自救的能力。

我区举行涉水安全宣传活动

强化居民避灾避险意识

区公安局交巡警支队勤务大队教
导员杨燕飞是一名性格坚毅刚强、做
事雷厉风行的年轻女民警。参加工作
以来，她勤奋好学、不断进取，练就了
一身过硬的本事，交通宣传、党建后
勤、疫情防控……无论在哪个岗位，她
都干得得心应手，十分出色，她先后考
取了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会计从业
资格证，并获得“重庆市公安局优秀女
民警”荣誉称号。杨燕飞用无比炽热
的情怀、无限忠诚的担当和无怨无悔
的付出，深情诠释了“休言女子非英
物”的深厚内涵。

她是内勤岗位的“钢琴师”

2008年参加公安工作的杨燕飞，
是公安基层所队的一名“老内勤”，在
近十年的内勤工作生涯里，她没有鲜
花，没有掌声，更没有惊心动魄的破案
经历，只有默默的奉献、微笑的服务和
真诚的对待。交巡也好，治安也罢，工
作都是千头万绪，尤其杨燕飞所在的
勤务指导大队既承担着办公室的日常
工作，又承担20余项业务工作，牵头7
项全局性工作，这将她练就成了十指
翻飞的“钢琴师”。

在支队，杨燕飞充当着治安工作
的“数据库”和“信息池”，这是公安工
作的“兜底队”。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
工作，她沉心静气、尽职履职、认真分
析，合理安排大队人员职责，每年让系
统内上万条文件、信息条条有流转、件

件有反馈，制定各类方案、预案、通知
100余份，上交各类总结、调研、报告60
余份，整理归档各类资料50余册。在
杨燕飞的努力下，区公安局每年都接
受并通过市委政法委、市公安局的治
安重点地区整治摘牌和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攻坚战验收。杨燕飞所带领的勤
务指导大队绩效考核全市排名第七，大
队全体人员“零投诉”“零违纪”，2017年
成功创建为“合川区巾帼文明岗”。

她是立体防控的女专家

2014年，杨燕飞凭借扎实素质和
优异成绩竞争上岗，成为区公安局治
安支队勤务指导大队的大队长，也是
当时区公安局最年轻的正科级女干
部。新的岗位等待着她的是更加严峻
的考验，她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

花在了刻苦钻研业务知识上。
2019年，区公安局积极申报“治安

防控标准化城市建设”，成为全市首批
5个创建单位之一。在推进过程中，杨
燕飞创新工作思路，以项目建设为抓
手，以大数据应用为支撑，紧盯防控短
板，夯实基层基础，推动全区社会治安
防控体系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依托政
法综治4390个网格及众多网格员、1.5
万余名群防群治人员，实现街面巡逻
防控网格化；依托全区1.1万个高清镜
头、500 余部北斗定位 PDT 对讲机、
900余部4G移动警务终端等实战科技
设备，实现巡防工作指挥调度可视化；
试点建设智能化社区，安装智能人脸
门禁、车辆识别镜头、高空抛物镜头等
设备，推动我区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
向前跨进一大步。杨燕飞对公安部圈
层查控、街面巡防、行业管控以及 10

类业务系统的功能测评系统都了然于
心，被评聘为全国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建设专家人才库275名首批入库专家
人才之一。

她是抗疫一线的坚守者

2021年，杨燕飞调任区公安局交
巡警支队，主要负责绩效考核、党团管
理、队伍建设等工作。在疫情防控和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等全区性重点工作
中，她始终冲锋在一线，带领大队全体
女民警女辅警展现交巡巾帼风采，贡
献交巡巾帼力量。

去年“8.3”疫情期间，杨燕飞以
队为家，连续 27 天吃住在单位，与同
事们一起战高温、斗酷暑，不惧“烤”
验捍卫群众生命健康；去年 11 月，疫
情来势汹汹，高速路卡口值守是她每
天的日常。特殊时期特殊岗位，24小
时轮班完全打乱了她的日常作息，但
即使守卡到凌晨，第二天，她一样按
时上班，从未间断。全区启动通行证
制度时，杨燕飞组织人员及时汇总全
支队民警、辅警、工勤人员名单，完善
通行证内容。为确保每个人及时拿
到证件第二天能正常上岗，凌晨1点，
她们还在制证、送证的路上。为避免
非战斗减员，她带领同事全力做好
后勤保障工作，积极为基层单位发
放防护物资、执勤装备和生活保障
物资。

“作为一名人民警察，疫情当前，
我义不容辞。”杨燕飞说，疫情发生以
来，大家都没有休息，全身心投入这场
战役。作为他们中的一员，自己只是
和大家一样，做了该做的事情，这是人
民警察应尽的职责和该有的担当。

巾帼花开别样红
——记合川区第十一次妇女代表大会代表杨燕飞

○记者 袁询

活动现场

摄影家们为村民拍摄“全家福”

移风易俗移风易俗
文明乡风文明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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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全国文明城区共建全国文明城区

单身青年游戏互动

杨燕飞培训小交警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