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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游客在相山公园牡丹园内观赏

牡丹。

近日，相山公园牡丹园内100多个品种、

5000多株牡丹竞相开放，香气袭人，吸引众多游

客前来赏花。

■摄影 记者 万善朝

本报讯 4 月 13 日上午，
2019年相山区第三届青少年校
园足球联赛在市体育中心开
赛。 来自该区的 22支代表队、
近 500名运动员参加比赛。

本届相山区青少年校园足
球联赛由相山区教育局主办，
旨在贯彻落实教育部等 6部门
《关于加快发展青少年校园足
球的实施意见》要求，深入推进
我市校园足球发展， 推动实施
相山区青少年校园足球普及计
划， 提高全区青少年校园足球
水平和竞赛质量。

联赛分为小学组和初中
组，采用国际足联审定的最新
《足球竞赛规则》 和执行中国
足球协会相关规定，使用赛会

制比赛。 其中，小学组比赛采
取 8 人制，使用 4 号球，每场
比赛时间为 50 分钟， 分 2 节
进行；初中组采取 11 人制，使
用 5 号球，每场比赛时间为 60
分钟，分 2 节进行。 比赛在每
周末进行， 预计将于 4 月 27
日闭幕。

大力开展校园足球， 有利
于落实阳光体育运动， 有利于
推动学校体育改革， 为学校体
育工作注入新活力。 近年来，相
山区高度重视校园足球推广工
作， 成立了校园足球工作领导
小组， 各学校按规定开设好足
球课程。 目前，相山区淮纺路小
学、市第二实验小学、濉河花园
小学、合众小学、相山区实验中
学及三堤口学校为全国校园足
球特色学校。

本报讯 4月 12日，家住淮
南的王女士到濉溪县南坪镇境
内任楼矿走亲戚，在逛街游玩时
孩子不慎走失，在南坪警方的紧
急帮助下找回。

当天是南坪镇矿北街逢会日，
人流量特别大。 晚上八点钟左右，
王女士带着三岁女儿和一周岁儿
子去逛街， 在女儿玩旋转木马时，
王女士把睡着的儿子送到任楼矿
亲戚家准备回来再接女儿，谁知回

到旋转木马跟前时女儿已经不在。
这下王女士慌了， 立马报了警，同
时发动亲戚十余人到处寻找。

接到报警的南坪派出所民
警， 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在
了解小女孩的衣着和特征后，民
警分成两组，一组利用公安监控
视频进行视频巡查，一组在街上
仔细查找，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努
力，视频巡查民警终于发现小女
孩的踪迹，立即联系街面民警赶
到小女孩所在位置，找到了走失
的孩子。

本报讯 对于民警来说，
啥事最高兴？ 群众的认可最高
兴！ 近日，一位老人走进三堤
口派出所将一面锦旗交给了户
籍民警刘雪。

原来，前不久，三堤口派出
所社区民警祝献伟、户籍民警
刘雪为五保户群众解决了户口
难题，省去了老人两地奔波的
辛苦。

祝献伟在日常工作中发

现辖区群众五保户吴大爷存
在重户口的问题，便着手开展
重户口调查处理工作。在调查
中，祝献伟发现吴大爷不仅无
儿无女， 身边也无任何亲人，
还身患癌症，户口的问题给其
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祝献
伟将此情况反映给户籍民警
刘雪，两位民警积极向上级户
政部门汇报，查证相关户籍政
策规定，寻找相关依据，根据
实际情况及政策法规，最终将
老人在三堤口派出所户籍删

除，并将另外一户口迁入至三
堤口派出所集体户，方便老人
就医生活。 吴大爷户籍和就
医的问题得到了妥善的解
决，高兴得合不拢嘴。 吴大爷
心里有说不完的感谢， 于是
制作了一面锦旗， 来到三堤
口派出所感谢民警。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面锦
旗，感谢群众的认可和鼓励！ ”
收到锦旗的刘雪十分开心，表
示会继续认真工作、热情服务
辖区群众。

本报讯 近日，淮海路小学
开展“放飞梦想，快乐成长”主
题绘画活动， 进一步弘扬中华
传统文化， 提高学生们的艺术
修养和审美情操。

此次活动给校园绘画爱好
者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平
台。 学生们想象力丰富，把所见
所闻、所思所想，借助画笔大胆
描绘：游鱼栩栩如生，四季美景

七彩呈现……或写实、或夸张、
或抽象。 一幅幅精美而有创意
的作品，健康向上、活泼生动，
流露着学生们对梦想和快乐的
追求， 体现出少年儿童良好的
精神风貌。

多年来， 学校始终将传统
文化教育作为重要教学工作之
一，从树立学生们的点滴生活、
学习习惯入手，多角度、多形式
融入教学内容， 培养学生们良
好的精神风貌与优秀品格。

本报讯 4 月 12 日上午，
在幸福社区,“中国好人”彭庆英
向社区居民讲述了自己的 “慈
善故事”， 深深打动了在场居
民。

“这些平凡而又充满正能
量的事迹，让我听了很受感动，
没想到我们身边有这么的好人

在默默地奉献着自己， 我们要
学习这种精神， 让和谐文明之
花处处绽放。 ”社区居民王先生
动情地说道。

幸福社区主任王建伟说，
邀请“中国好人”进社区讲述
慈善故事，主要是想让好人精
神得到传承，让社区充满正能
量， 让更多的人走上公益之
路。

本报讯 “如今走进濉溪镇，
无论是村外村内,还是房前屋后，
随处都可看到村民忙碌植树的
身影……”4月 2日，濉溪镇相关
负责人介绍道。

自入春以来，濉溪镇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

思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发展理念，围绕“森林进
村庄、经果林进庭院”工作要求，
以“道路林荫化，田野林网化，村
庄常绿化，庭院花果化”为工作
目标， 大力推进植树造林工作，
为建设“绿金淮北”添砖加瓦。

镇委、镇政府经过前期对各
村实地考察，科学部署，充分利
用村庄自然条件，全力打造村村

绿树成行、家家经果满院的新时
代绿色优美村庄。 黄桥村、王冲
村积极发动全村群众抓住春季
最适宜植树的季节点， 培路基、
挖树坑、选树种、精剪枝、树木栽
满院。

“‘森林进村庄、经果林进庭
院’既美了村庄，又富了村民，在
提升了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的同
时，还能带动乡村旅游与特色产

业。 ”王冲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刘光锋告诉记者，以前村里
经果类的树种少，环境也差。 自
从镇里开展“森林进村庄，经果
林进庭院”工作以来，很多村民
都自愿参加到这次义务植树的
工作中，为绿化美化家园出一份
力。

“全镇共栽石榴树 6200棵，
杏树 6000棵， 枇杷树 5700棵，

李子树和女贞树各 3200 棵，五
叶枫 1000 棵 ， 乌桕树 600 棵
……”濉溪县负责人热情地介绍
道， 今年全镇绿化工作早谋划、
早动员、早落实，在保护好村庄
现有树木的同时，充分利用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平整出来的空地，
房前屋后因地制宜广栽经果类
树种，实现了村在森林中、家在
果园里的优美环境。

濉溪镇多措并举打造绿色小镇

村在森林中 家在果园里

牡丹花开引客来

粗心妈妈弄丢娃
民警紧急帮找回

户口难题解决 锦旗送给民警

相山区第三届青少年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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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路小学开展主题绘画活动

“中国好人”讲述慈善故事

■记者 詹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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