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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援藏教师 西藏的孩子需要过冬的棉衣
◇全媒体记者 穆磊
为了能让更多西藏偏远地区的孩
子们了解外面的世界，来自内蒙古呼
和浩特的 90后援藏教师杨早龙，希望
通过让西藏的学校和家乡的学校建立
联系，让西藏的孩子有过冬的棉衣和
课外书籍，增进两个地区之间孩子们
的交流，结识更多新朋友。

萌芽

今年 8月中旬，杨早龙来到西藏
那曲安多县扎仁镇果组小学支教，本
以为克服高原反应是最大的困难，但
来到果组小学之后，眼前的条件比高
原反应更让他震惊，在海拔 4700多米
的羌塘草原上仅有这一所学校：42名
学生和 5位老师。
第一节课，为尽快和这里的孩子
们 熟 悉 ，杨 早 龙 让 他 们 在 纸 条 上 写
下名字、梦想和自己最想要的东西，
“当我看到纸上写的最多的就是毛
衣、厚衣服、棉鞋之后，我落泪了，脑
子 里 就 有 一 个 想 法 ，希 望 在 我 支 教
的这段时间，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
杨早龙说。

在和校长交谈之后，杨早龙得知，
在西藏那曲地区，有 6所小学，2000
多名学生，他们和果组小学的孩子们
一样都非常需要可以过冬的厚衣物，
所以杨早龙就想到，发动自己周围的
人和家乡的朋友来帮助这些孩子们。

声明

愿望
在物质方面，杨早龙希望热情好
客的家乡人可以为那曲的孩子们捐赠
些衣物。在精神方面，他更希望这些
孩子可以多了解外面的世界，了解外
面和他们一样的孩子的学习和生活。
杨早龙说：
“ 来到这我才知道，这
里的好多孩子对外面的世界了解很
少，不能熟练地运用汉语进行交流。”
为了提高孩子们的汉语表达能力，也
让内蒙古的孩子提高写作能力，相互
学习，了解认识对方，杨早龙希望通过
一对一的方式，让内蒙古和西藏的孩
子进行书信和网络视频交流。同时也
希望内蒙古的小朋友可以伸出援手，
把不需要的书籍邮寄给西藏的小朋
友。
“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有更多的
好心人多帮助他们，
现在扎仁镇为了让孩

◆杨早龙和西藏的孩子们
（图片由本人提供）
子们能够看上课外书，
拓宽他们的视野，
准备筹建一个公益图书馆，
需要更多的汉
语书、
藏语书和英语书。
”
杨早龙说。
如有意愿的爱心人士、公益组织
和 学 校 可 以 联 系 杨 早 龙 ，电 话 是
15774713804。

呼钢小区 拆了凉房 留下垃圾

◆呼钢小区院内的垃圾

全媒体首席记者 邢占国 实习记者 雷俊廷摄影

题确实存在，
但我们现在主要清理生活
垃圾，建筑垃圾还需要拆迁办来清理，
因为我们的车太小，
无法运走这么多垃
圾。”马浩天随后联系了垃圾清运车对

生活垃圾进行清理。对于建筑垃圾，
马
浩天表示将和拆迁办协商，
尽快解决。
马浩天称，7日下午就能把生活
垃圾清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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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短
昨日，记者从呼市公安局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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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为加强源头把关，消除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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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市开发区食药监分局
召开食品生产安全推进会
◇全媒体记者 甄海霞

◇全媒体首席记者 邢占国
实习记者 雷俊廷
本报讯 近日，家住呼钢小区的王
女士反映，小区进行了老旧小区改造，
拆除凉房和 6号楼时产生了大量的建
筑垃圾和生活垃圾，但却一直没有清
理，堆积在小区内。刮风时，塑料袋满
天飞，现在正值夏秋季节，气温还比较
高，不时有异味飘过。
9月 5日，记者来到位于新华西街
的呼钢小区看到，凉房被拆除后，空地
成了垃圾场，垃圾场大约有 5到 6米
宽，60至 70米长，除建筑垃圾外，还
有塑料袋、海绵等生活垃圾。
居民周女士说：
“5月 23日，小区
拆除了凉房，留下这些垃圾，到现在都
没清理。前几天有人把高高的垃圾堆
推平了，但垃圾并没运走。”和周女士
在一起聊天的李女士称，这堆垃圾不
仅影响居民出行，而且刮风时尘土很
大，塑料袋满天飞，
天热时还有异味。
昨日，记者采访了回民区光明路
街道办事处负责市容环卫的办公室主
任马浩天。他跟随记者一同来到呼钢
小区。看到这堆垃圾，
马浩天表示：
“问

关于锡林南路小学向内蒙古
同创天地环网科技有限公司交付
电脑教室建设费用的问题。
请内蒙古同创天地环网科技
有限公司负责人汤智勇先生见报
后，即与我校联系。为期到 2017
年 12月 1日，过期款项将自动回
归赛罕区财政局。
联系电话：0471-3360966
赛罕区锡林南路小学
2017年 9月 7日

看看你在金盛路超速了吗
◇全媒体记者 穆磊
本报讯 昨日，首府交管部门曝光了金
盛路区间测速 100辆超速车辆号牌。据了
解，区间测速是根据车辆在同方向两个测速
卡口之间的通行时间和通行距离，换算出车
辆的平均速度，超过道路限速值的车辆即被
判定为区间超速违法嫌疑车辆。超速违法
行为处罚标准：超速 10%至 20%，罚款 200
元，记 3分；超速 20%至 50%罚款 200元，记
6分；超速 50%以上的罚款 1500元，记 12
分。

本报讯 为加强食品生产的监督
管理，严格落实食品生产企业主体责
任，9月 5日下午，开发区食药监分局
组织辖区食品生产企业负责人及质量
负责人召开“联合共治 共筑安全”暨
食品生产安全推进会，
参会人员 62名。
会上，辖区食品生产企业负责人
就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保障食品生产
安全等情况作了发言交流；开发区分
局局长高前梅分别与内蒙古伊利乳业
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阜丰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负责人代表现场签订了《食
品生产企业质量安全承诺书》，与会的
31家企业代表均签订了承诺书；会上
宣读并发放了《严把食品生产源头关
争创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倡议书》；
邀请开发区消防大队工作人员参会，
为促进开发区食品安全生产消防隐患
排查奠定良好共治基础。
会议强调，以国家食品安全示范
城市创建工作为契机，要严格落实企
业主体责任，一是尚德守法，诚信经
营。自觉充当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
城市的宣传者和维护食品安全的践行
者，共同为食品安全这座大厦添砖加
瓦；二是企业自律，保障安全。食品生
产企业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第一责任
人的责任，必须拉高标杆、落到实处，
扎扎实实做合格食品、做放心食品；三
是严格监管，共治共建。分局将加大
食品生产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及曝光
力度，严格把控从源头到消费全过程
的监管，使开发区食品生产企业质量
安全得到全方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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