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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气温回升 风力稍大

本报讯 赤峰市气象台昨日 16 时
天气预报，今天，受暖空气影响，全市天
气以晴为主， 风力稍大， 气温回升；明
天，受弱冷空气影响，全市天气以阴转
多云为主，气温略降。
今天白天，晴，西南风 4-5 级，最
高气温 23℃，北部 24℃；今天夜间到
明天白天，多云，西南风 4-5 级，最低

气温 11℃，北部 6℃，最高气温 23℃，
北部 20℃。

生活提示 草莓要挑个头适中的
草莓要挑个头适中、 颜色均匀、软
硬适中的。个头太大，尤其是有裂口的
草莓， 很可能是使用过多的膨大素。有
大块青或黄色的草莓也不好，花青素含

量相对较低。
中医认为，草莓味甘性凉，有润肺
生津，利尿消肿的作用，有肺火、小便不
利的人不妨适当多吃一些。但胃肠功能
不佳的人不宜多吃。 牙口不好的老人，
也可用打浆机将草莓打成糊糊吃，或者
把糊糊抹在面包片上吃。妈妈们也可以
给孩子做草莓沙拉、草莓馅饼吃。

百余名青年民警
在革命烈士碑前
重温入警誓词
◇通讯员 欧海波

本报讯 近日上午 9 时， 赤峰市
公安局元宝山区分局组织百余名青
年民警来到平庄烈士陵园，开展“不
忘初心，铭记英魂”的主题烈士陵园
祭扫活动，以表达对革命先烈们的寄
托哀思和敬仰。
全体到场民警高声合唱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把
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歌词
传递出坚定的意志。古山战役的历史
让我们重温那枪林弹雨的艰苦岁月
和解放军战士大无畏的英雄气魄。在
诗朗诵中，先烈们奋勇杀敌、夺取胜
利的自豪感让青年民警们感同身受，
燃起大家“你们未能走完的征程将有
我们进行！”的豪言壮语。全国特级优
秀人民警察刑警大队大队长何维峰
带领青年民警重温入警誓词。 最后，
民警们动手打扫陵园，为烈士墓碑拂
去尘土。和平年代，公安身负一方平
安稳定的重任，居安思危，历史不能
忘记，艰苦奋斗、忠诚奉献的战斗精
神当在晚辈薪火相承。

必斯营子派出所

多措并举开展
“
扫黑除恶”宣传活动

◇通讯员 刘志彬

本报讯 为全面营造扫黑除恶宣
传工作良好的社会氛围，提升广大人
民群众参与意识与热情。近日，宁城
县公安局必斯营子派出所立足实际，
积极采取多项有力措施，深入辖区开
展扫黑除恶宣传工作。
一是充分利用农村集贸市场等
群众性活动机会，组织民警在集市期
间通过发放宣传单，悬挂横幅、展放
图板、回答群众咨询等方式，向赶集
群众宣传扫黑除恶斗争的意义和政
策； 二是组织民警在辖区主要街道、
医院、广场、村委会驻地、金融场所等
人口流动性大的区域，悬挂和粘贴扫
黑除恶公告和宣传单，提高辖区群众
对扫黑除恶工作的知悉度；三是充分
利用微博、微信等新传播媒体，向辖
区群众大力宣传扫黑除恶斗争的打
击重点、群众举报方式和途径，号召
群众向公安机关提供黑恶案件线索，
积极参与到扫黑除恶的人民战争中
来，提高群众参与扫黑除恶斗争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 切实营造全民参与
“扫黑除恶”的社会氛围。

尊老孝老
为弘扬尊老爱老孝心文化，传播社工理念，弘扬社工精神。 近日，赤峰同心圆
志愿服务协会协同社会各界志愿服务队来到桥北悦心养老院， 为这里的老人们
义务进行量血压、测血糖、按摩等暖心服务，并通过活动的展开鼓励更多的优秀
志愿者加入到社工的队伍中来，为社会的和谐建设添砖加瓦。
全媒体实习记者 王小溪 摄影报道

宁城县公安局禁毒大队

紧抓辖区重点地域
开展禁种铲毒宣传工作
◇通讯员 陈永文

本报讯 为确保今年本县禁种铲
毒工作实现“力争零种植，确保零产
量”的工作目标。近期，宁城县公安局
禁毒大队在各基层派出所的大力协
助下，在重点村组、重点地段开展了
禁毒宣传教育活动。
在宣传中，通过张贴、喷绘禁毒
宣传标语 10 处、 出动宣传车和发放
《致全县人民一封信》3000 余份，以
及 《举报涉毒违法犯罪奖励办法》向
广大人民群众宣传禁种铲毒政策。同
时，组织林区护林员、民警组成禁种
铲毒宣传队伍，深入到非法种植罂粟
的重点村组、 重点农户进行走访，宣
传非法种毒、制毒的相关法律知识及
危害。通过突出重点地段、重点村组、
重点人员、重点地区进行宣传，受教
育群众达 3000 余人， 进一步增强了
广大人民群众的“拒毒、反毒”意识，
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大双庙派出所多角度
预防春耕时节侵财案件

大双庙派出所

强化蔬菜大棚春季防火安全
◇通讯员 周全飞
本报讯 春季是火灾频发季节，为
有效预防蔬菜大棚防火安全和防止大
棚火灾案件的发生， 宁城县公安局大
双庙派出所结合工作实际， 强化辖区
蔬菜大棚春季防火安全工作。
一是组织民警深入各村蔬菜大棚
广泛开展走访活动， 宣传防盗防火防
范知识， 提醒大棚户把自己的财产重
视起来，对以往发生的案件警觉起来，
自觉重视棚室防范； 二是搞好群防群

治工作， 发动指导大棚户组建义务巡
逻队， 开展夜间巡逻， 明确责任和义
务，增强责任感。同时组织民警加强夜
间对蔬菜大棚区巡逻力度， 提高见警
率，震慑各类违法犯罪；三是指导各个
村委会及大棚户在大棚区主要路口和
重点区域安装监控摄像头， 对棚区及
周边实时监控； 四是积极化解矛盾纠
纷， 矛盾纠纷是导致毁棚案件的重要
诱因，矛盾化解不及时，容易产生报复
心理。积极化解矛盾、调解纠纷，严防
因矛盾纠纷引发报复案事件发生。

宁城县公安局

组织小记者团到禁毒教育基地参观学习
◇通讯员 朱磊
本报讯 为切实提高小 学 生们 识
毒、防毒、拒毒意识，让青少年学生对
毒品危害入脑入心，进而远离毒品。近
日， 宁城县小记者团的 200 余名小记
者们参观了宁城县公安局毒品预防教
育基地， 禁毒大队民警为他们上了一
堂生动深刻的禁毒教育课。
活动中， 民警以深入浅出的讲解
方式向小记者们讲解什么是毒品、毒
品的种类、毒品的危害、青少年如何防
范毒品等相关问题， 尤其对新型毒品
做了直观形象的讲解和辨析， 让小记
者们对新型毒品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增强了同学们识别毒品的能力。同时，
民警还向小记者们介绍了本局查处破
获涉毒案件的真实典型案例， 通过案

例介绍， 小记者们更深刻的体会到了
毒品的危害。对于民警的讲解，小记者
们听得津津有味， 还不时与民警进行
互动，提出疑问，针对提出的问题，民
警给出了详细、耐心的解答。小记者们
或笔记、 或拍照用自己的方式认真的
记录下了自己所看到的和听到的禁毒
知识。参观完毕后，民警们又组织小记
者开展了禁毒动漫绘画比赛、 禁毒预
防教育知识抢答赛以及“远离毒品 珍
爱生命”签名活动，通过寓教于乐的方
式再次强化了孩子们的认知。
通过此次活动， 小记者们表示受
益匪浅，学习到了很多禁毒知识，知道
了毒品的危害， 并纷纷表示要从自我
做起，珍爱生命，坚决拒绝毒品、远离
毒品，同时积极扮演好社会、校园、家
庭“禁毒宣讲员”的角色。

◇通讯员 周全飞

本报讯 目前正当春耕时节，辖区
群众大都忙于生产农活而家中无人，
因此正是“两抢一盗”侵财性案件的
多发期，为有效预防春耕时节侵财案
件发生，宁城县公安局大双庙派出所
积极采取措施， 进一步加大打击力
度， 确保打击防控措施落实到位，全
力保障辖区群众人身财产安全。
一是突出重点区域防控。大双庙
派出所组织警力加大对偏远地区、集
贸市场、校园周边等案件高发区域的
巡逻力度， 密切关注辖区治安动态，
并严密盘查可疑人员，切实发挥好村
里防控巡逻队的职责，用人防、物防、
技防织密治安防控网，切实提高辖区
见警率、管事率，有效挤压违法犯罪
空间，努力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社
会治安环境； 二是突出重点场所清
查。以开展打击“两抢一盗”等专项行
动为载体，大双庙派出所组织民警对
出租屋、流动人口聚居地、废旧物品
收购点等开展集中清查整治。并采取
定期检查与突击检查相结合的方式，
对容易滋生违法犯罪活动的旅馆、网
吧等场所展开地毯式排查， 督促网
吧、旅馆严格落实实名登记，加强内
部防控措施等，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避
免各类案件的发生；三是突出安全宣
传教育。 组织民警积极深入村组、各
企业单位、校园等，以发放传单、张贴
标语、讲授法制课等形式，向广大居
民群众揭露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和
伎俩，同时传授防抢、防盗、防骗等防
范技能， 使安全防范意识深入人心，
切实提高群众的自我防范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