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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浪花

◆精短

罗兰
平淡的生活如止水，但偶尔
亦有些许小事，激起一些欢笑与
心灵的颤动，那就成为止水上的
浪花，给生活平添一点怡悦，一点
趣味，一点感慨或深思。
我爱这些由生活止水上飞溅
起来的浪花，它们使日子浮现几
串偶然的旋律，像平稳的乐章中
偶尔跃出的几小节竖笛、木箫、号
角，或小喇叭的颤音，明亮、爽脆，
而又迸发出活力。
雨后在园中修剪花木，偶然
看见一个久已废弃的花盆中，不
知何时长出了一枚小叶。
这枚小叶呈椭圆形，挺秀、厚
实，而且非常青翠。它带着一份
难以形容的欢乐的表情，伸着它
小小的头，像天真顽皮的小男孩，
向人笑嘻嘻地说着：
“ 喂！你看
我！”

真的要看看它！
“你什么时候钻出来的呢？
怎样钻出来的呢？谁让你钻出来
的呢？”
我蹲下来，向它问着。
小叶带着一脸的娇憨，好像
说：
“我自然就会！不要你管！
”
我想起，这个花盆里原来种
的万年青，不知什么时候折断而
枯萎了。我把它丢弃在园中看不
到的角落。那么，这枚小叶无疑
就是一枚万年青的新叶了。
想起以前凋枯了的那棵万年
青，叶子落尽，枝茎也萎缩干枯，
一副毫无生机的样子，它可曾想
到在它的生命早已宣告终结以
后，忽然出现这样一个它所遗忘
的孩子？
这枚新叶真像一个小孩，只
有小孩有这份无视一切的欢喜与
娇憨；只有小孩会以这样充满信

心的无邪的语气对人们说：
“ 喂！
你看我！
”
是的，我要看它。看它那份
上天赋予的活力与清新；看它给
这世界带来的新展望与新生机；
看它怎样在那些自命老到的前辈
面前，显露出它蓬勃健壮的生命
力与无边的远景。希望属于它，
创造属于它，
以后的岁月属于它。
它是一项伟大的肯定。肯定
生命的热与力，肯定生命的存续
与不朽的价值。是的，小叶说得
对——“喂！你看我！”
所有悲观灰颓的人都该看看
这枚小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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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或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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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拉
无论看谁，
包括不喜欢的人，
都注意那朵盛放的
玫瑰，
不要把目光的焦点对准枝干上尖尖的利刺。
这样宽阔的胸怀，要经过岁月的淘洗，历经时
光的磨炼，
才能够培养出来的。
也有那不愿意妥协的朋友，他说：明明有刺，
为什么看不得？
人和玫瑰其实一样，没有十全十美。当玫瑰
花绽开时，
它枝干上的刺照样刺眼扎人。
接受玫瑰时，拎着它的枝干的手小心些，而那
朵花盛放的美，
难道仍不足以让你爱上它吗？
苛求的是完美，同时可称之为挑剔，那却是给
你的生命带来许多痛苦和难以容忍的悲伤。
想一想，如果你是玫瑰，那么你是花还是它的
枝干？
我们都以为自己是盛放的玫瑰，才会那般执
着地讨厌那些扎得人很疼的刺。

◆简讯
北重五中：
“三防法”保障开学安全
随着疫情的缓解，包头市北重五中按照教育
部门的安排部署，
积极做好学生开学准备工作。
北重五中利用原有及新配备的人、财、物，更
加注重人防、物防、技防“三防法”。人防方面配齐
配强专兼职保安和安全管理、防疫人员等；在物防
方面除防疫物资准备充足外，对学校所有设施设
备、安全防护等进行了彻底检查；技防方面，除重
要设施、重点部位实现视频监控全覆盖，与公安部
门联网对接，安装一键式紧急报警装置外，在防疫
方式上依照两级教育局等部门相关要求，结合学
校实际情况，
增加安全系数，
加强防护举措。
张彩霞 李晓滢

园林养护队全力做好
春季树木修剪整形工作
晨报官方微信

晨报官方微博

春季气温回升，为确保树木
健康生长，进一步提升包头城市
道路景观效果，包头园林养护队
全面启动春季树木修剪工作。
此次修剪工作对钢铁大街海
棠，建华路国槐，建设路、阿尔丁
大街、民族东路、巴彦塔拉大街等
市区主干道河北杨、新疆杨等乔
木进行修剪造型，改善树木通风
透光条件，预防病虫害发生，减少
交通隐患。
截至目前，共修剪乔木 1800
余株，出动 60余人，预计 4月初全
部完成。
张彩霞 徐珊

放纸鸢
3月 2
3日，小朋友在郑
州之林公园放风筝。
当日，
河南郑州风和日

丽。一些市民来到郑州之
林公园放风筝，
乐享春光。
新华社记者 张浩然摄

阿拉善左旗党建引领扶贫产业示范园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一、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
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ht
t
ps
:/
/
pan.
bai
du.
com/
s
/
11qdH591THI
eoTmJBs
5LQdg
联系地址：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人
民政府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周边的住户、单位
三、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方式：
建设项目环评公众意见表下载网址：
ht
t
p:
/
/
www.
j
s
-ei
a.
cn/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可选
择以下其中一种办法
1.
下载并填妥公众意见表，发至邮箱：
453928491@qq.
com
2.
填写纸质公众意见表并投递意见箱：
联系人：
王国庆

电话：
13624734443
地址：
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人民政府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可在本公告发布后 10个工作日
内，通过邮件、电话、传真等形式向环评单
位或建设单位反映意见和建议
本次公示公众提出意见自本公告发布
日期起十个工作日内。
六、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
宁夏测衡联合实业有限公司
七、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人
民政府
联系地址：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人
民政府
联系人：
王国庆
电话：
13624734443
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人民政府

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公安
局交警大队加强宣传
“交管 1
2
1
2
3
”
APP，
定制宣传提示牌，
向前来办理
业务的群众介绍、
指导群众下载、
注
册并查询机动车违法信息，
节约了
群众办事成本，
提升了业务办理效
率。
孟琳
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公安
局交警大队多举措助力复工复产，
对违停车辆采取联系车主移车、
清
障拖移不处罚等人性化方式执法，
并利用微信公众号等，
实时发布路
况信息、
天气信息等，
引导群众安全
出行，
安全复工复产。
孟琳
锡林郭勒盟西乌旗公安局交
警大队车管所通过“交管 1
2
1
2
3
”
采取业务“网上办”
“ 预约办”
“安
全办”，受理申请快办，电话预约
错时办，设立专人消毒、测温、提
醒群众佩戴口罩、引导排队，全力
保障疫情期间工作有序进行。
康楠楠
3月 1
0日，锡林郭勒盟西乌旗
公安局交警大队城镇秩序中队民
警在哈日阿图路巡逻执勤时，截
停一位未戴头盔摩托车驾驶员，
民警对其进行安全警示教育及相
应处罚。
康楠楠
锡林郭勒盟乌拉盖公安局交
警大队全力整治春季交通隐患，
加强排查客运车辆安全技术、驾
驶人资质、安全驾驶记录等情况，
要求企业负责人严把驾驶员资质
关、学习教育关、动态监管关。同
时引导群众做好安全防护。
李惠娟
1
2日下午，锡林郭勒盟乌拉
盖公安交警大队执勤民警在巴音
胡 硕 大 街 巡 逻 检 查 ，截 停 蒙
H
小型轿车。经核实，驾
驶人张某某存在无证驾驶行为，
民警对张某某作出行政处罚。该
行为属于交通违法行为，存在安
全 隐 患 ，易 诱 发 交 通 事 故 。
李惠娟
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公安局
交管大队强化城区交通安全管
控，在城区全面清理行车道、人行
道占道停车，确保停车位、标线、
标志的施划、设置、安装质量。在
重点时段、路段查纠违法停车，预
防和减少交通事故。
冯晓静
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公安局
交管大队高度重视国省道交通管
控，坚持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
重实效，以重点车辆通行集中路
段等为重点，强化管控酒后驾驶
等突出违法行为，严防伤警事件，
大力宣传疫情期间主要措施。
冯晓静
锡林郭勒盟镶黄旗公安局交
警大队多措并举抓好春季道路交
通安全，提高认识当前预防重特
大事故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精
心组织筹划交通安全宣传工作，
结合春季疲劳驾驶行为发生特
点，进一步加大对运输企业源头
的监管力度。
樊敬
3月 1
6日，锡林郭勒盟镶黄旗
公安局交警大队在辖区开展危险
化学物品运输车辆专项整治行
动，重点检查车辆安全技术状况，
共出动警力 1
0人次，警车 4辆次，
检查、登记危化品运输车辆 8辆
次，安全提示危化品运输车驾驶
人 8人，宣传教育 6次。
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