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团锦簇 兴隆湖鹿溪河更加光彩
鹿溪河生态区及兴隆湖彩化工程（一期）项目完工

短短一个短短一个
月月，，鹿溪河鹿溪河、、兴隆兴隆
湖两处景区已是湖两处景区已是
锦绣盛装锦绣盛装，，游憩游憩
座椅座椅、、公共卫生公共卫生
间间、、分类垃圾桶分类垃圾桶
等配置逐一提等配置逐一提
升升，，标识标牌导标识标牌导
视系统进一步完视系统进一步完
善……近日善……近日，，天天
投建设公司用心投建设公司用心
设计设计、、科学规划科学规划、、
紧张施工紧张施工，，顺利顺利
完成了鹿溪河生完成了鹿溪河生
态区及兴隆湖彩态区及兴隆湖彩
化工程化工程（（一期一期））项项
目目，，以及兴隆湖以及兴隆湖
景观提升和景区景观提升和景区
设施完善工作设施完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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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和谐家风 共筑和睦家庭

李柚池的丈夫陈伟曾是一名军
人。2013年12月，陈伟准备转业，为
了更多地照顾孩子和家庭，他选择
了四川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工作。

“每次因为工作而不能休假和家
人一起过节时，他都很理解我，还会
充当情绪调解员的身份，开导我安心
去工作；他的支持令我时刻感动。”李
柚池说，有时候陈伟只能一个人带着
孩子回去看望爷爷奶奶，她作为儿媳
只能打电话表示歉意，但公公婆婆都
表示理解：“公公婆婆总会说：‘年轻
人工作忙是好事，你不用惦记我们，
我们好得很！’每次听到他们这么说，
我心里也很愧疚。”

由于夫妻二人都要工作，操持
家务和照顾孩子的任务便落在了李
柚池父母的身上。

每天早上 7 点，李柚池的父母
都会准时起床，做好早餐后叫醒孙
子沅沅，同时根据天气情况为孩子
搭配好要穿的衣服，细心地为沅沅
准备好上学要用的物品，并在8：30
之前将孩子送到幼儿园。

此后，老两口便前往下一站
——菜市场，挑选当天最新鲜的菜为
晚餐做好准备，为的是让辛苦工作一
天的孩子们回家能吃上可口的饭菜。

下午5点，两位老人一个做饭、
一个去接孙子放学，然后寄期望于李
柚池不用加班可以按时回家，一家人
可以团聚在一起吃上一顿晚饭。

“没办法，孩子们都要上班，我
们老的就给他们做好后勤服务。”李
柚池的妈妈赵青红笑着对天府之声
记者说，其实看着女儿经常要加班
加点地工作，她和老伴也很心疼孩
子，因此照顾好沅沅也是他们能为
李柚池做的最力所能及的事情了。

舍小家为大家 崇业尚德受人尊

在工作中，李柚池亦将这种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的情怀投入到为人民群众的服务
中，将群众的事情做到件件有着落、
事事有回音。

2016年1月，得知辖区群众江开
炳老人为孙女上户之事四处奔波，李
柚池主动上门了解情况：江开炳老人
有一女名为江楠，江楠2007年病故
后，江开炳与罗席芝老两口就把孙女
江莹莹带来身边照顾。因为女儿江楠
系他们收养而非亲生，孙女与两位老
人并无血缘关系，所以8年来，孙女
随其母亲户口落在凉山。为了能让江
莹莹就近上户，李柚池多处走访，四
处奔波，最终让江开炳老两口实现了
多年未了的心愿。

华新中街121号院是一个小院
落，两栋房子、一个院。有一次李柚
池发现院落靠墙的半扇门中间因
为风吹日晒，几根栏杆生锈了，已
经似断非断；再看了看另一边也差
不多，于是她积极与华阳街办协
调，给这个小区很快换上了新的红
铁门。

正是这种情怀，李柚池坚持“调
小纠纷，促大和谐”的工作理念，认
真开展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妥善调
处化解矛盾，5 年来调解各类纠纷

700余起。通过扎实的日常工作，她
得到了辖区群众的认可和信任，成
了社区群众的知心民警，被辖区居
民推荐为双流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这些成绩是因为李柚池
坚持像爱家一样爱社区，把家庭的
爱传递到工作中。

作为派出所的女将，李柚池非
常坚强，因为她有着家人的支持，
她选择让自己变得更坚强，来更好
地保护他们。李柚池深知自己陪伴
家人的时间很少，但是她选择在有
限的陪伴时间里做到更有效的陪
伴。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她会用
照片和文字记录下一切美好的瞬
间，她会像小女生一样和老妈谈心
聊八卦，和老爸讨论最近发生的时
事政治，和老公撒撒娇，商量着晚
上吃什么。和沅沅在一起，她更是
一心扑在上面，生怕错过了沅沅的
成长。

在公安队伍中，像李柚池这样
的家庭不在少数，正如她所说的那
样，正是因为所有警察家属们的包
容和支持，警察这个群体才能够心
无旁骛的负重前行。

天府之声记者 施斌 摄影报道

努力学习之外，课余时间黄帅
也热衷公益事业，作为华阳中学青
年志愿者协会的成员，他组织、参
与了艾滋病宣传、禁毒日宣传、清
明节烈士陵园祭奠等公益活动。

对待同学黄帅也是热心肠，
同学们有什么不懂的都喜欢来问
他，他都非常耐心细致地讲解。同
学罗子欣说，高一的时候他的研
究课题要到香港去参加比赛，前
期准备阶段让他落下了很多功
课，都是黄帅在业余时间帮他补
课讲题，让他跟上了课堂进度。黄
帅研究的课题都很深奥，许多同

学又很有兴趣，每次问到他，他都
不厌其烦地讲解。

对待家人黄帅也非常孝顺。老
师张晓容还记得前几天放学后由
于和黄帅还有几个同学讨论学习，
时间有点晚了，张晓容就说请同学
们一起吃晚饭，没想到黄帅坚持要
回家，因为外婆已经做了晚饭，而
他没有提前打招呼，所以一定要回
家吃，不然外婆会很失望。细问之
下张晓容才知道黄帅的外公不久
前去世了，所以他非常照顾外婆的
各种情绪，尽力让外婆开心。

天府之声记者 柯娟

种花十里 添彩新区

天府之声记者了解到，为提升兴
隆湖湖区及鹿溪河生态区景观效果，
让市民在湖、溪边散步时感受到“草
色青青柳色黄，桃花历乱梨花香”的
春光美景，天投建设公司在原有绿化
基础上，于两处景地增种近万株樱
花、垂丝海棠、红叶碧桃、西洋杜鹃、
三角梅、紫荆等各色花树及几千株洒
金珊瑚等彩叶地被植物。

此外，为了提升环湖景观带绿化
视觉效果，达到树景突出、错落有致、
浓淡相宜的效果，天投建设公司还组
织专业人员实地评测景观，结合自然
景观，精心设计、仔细评估并明确实
施方案，比选优质树型树木进行栽
种，本次景观提升共栽植小叶香樟、
黄桷树、垂柳百余株，在景观区有效
形成了“树景”、“树观”，充分体现了
高大树木的挺拔与秀美，增加了环湖
景观带的立体感、季像性。

春意渐浓，所有观花观叶植物均
达到预期开花、彩叶效果。信步其间，
远眺“十里花开”，感受阵阵馨香，兴隆
湖在明媚的春光中充分展 示着活力。

完善配套 宜行宜憩

为配合成熟街区打造，方便市民

游玩兴隆湖时休息的需要，天投建设
公司此次共增设 3 米长游憩坐椅 12
套、1.5米长游憩坐椅100套、垃圾桶
60套，景观区服务设施及品质得到切
实提升。

针对市民在兴隆湖周边找卫生

间困难的情况，天投建设公司增加
开放周边卫生间，并加紧完善了标
识标牌导视系统，共制作安装卫生
间指示牌 35 套、卫生间大标识牌 4
套、卫生间小标识牌 8 套、工具间小
标识牌 8 套，该举措得到广大市民

的赞誉。
同时，为了进一步完善景区市

政公用设施，确保市民舒适惬意游
览生态区，天投建设公司还在鹿溪
河生态区及兴隆湖湖区铺设卵石
步道、增设城市家具、配备导视系

统，切实为市民提供休闲娱乐便
利，提升了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
充分展示了新区宜居宜人的环境
形象。

潘允瞳
天府之声记者 施斌 摄影报道

因为家人的支持 我才能负重前行
通济桥李柚池家风感动社区通济桥李柚池家风感动社区

家风家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系列报道
““ 作 为 警作 为 警

察察，，我必须有足我必须有足
够的勇气打击够的勇气打击
制止一切不法制止一切不法
行为行为；；这不仅仅这不仅仅
是对这份职业是对这份职业
的使命感的使命感，，更是更是
因为他们的存因为他们的存
在在——— 我 的 家— 我 的 家
人人。”。”说这话的说这话的，，
是通济桥派出是通济桥派出
所的一名普通所的一名普通
女社区民警李女社区民警李
柚池柚池。。

李 柚 池 拥李 柚 池 拥
有一个幸福的有一个幸福的
五口之家五口之家。。和大和大
多数家庭一样多数家庭一样，，
夫妻二人白天夫妻二人白天
上班上班，，四岁半的四岁半的
宝贝儿子沅沅宝贝儿子沅沅
则基本依靠父则基本依靠父
母照顾母照顾。。李柚池李柚池
说说：“：“因为家人因为家人
的支持的支持，，我才能我才能
负重前行负重前行。”。”

华阳中学黄帅
他是全国“最美中学生”

4 月 8 日，
由团中央学校
部、全国学联秘
书处等举办的
2016 年度全国
“最美中学生”寻
访活动结果揭
晓，成都市华阳
中学高2017届
8班黄帅获此殊
荣。据悉，此次寻
访共有 646 名
中学生被授予全
国“最美中学生”
称号，四川省30
名，其中成都市
3名。

李柚池有着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博览群书的黄帅

下午两点，伴随着同学们动感
的啦啦操，环保 T 台秀正式拉开了
序幕。无论是可爱的一年级小朋友，
还是懂事的六年级大朋友，都穿上
了自制的环保服饰，为大家献上一
场靓丽的环保服装秀。

小朋友们用自己奇妙无穷的创
意，变废为宝，将环保作品穿上了
身，将环保理念内化于心。有用塑料
袋扎成的蓬蓬裙、旧伞布制成的小
短裙、彩色纸做成的小背心，还有旧
纸箱做成的机器人服装、超人服装，
更有锡箔纸裁剪而成的流苏、废旧
塑料袋扎成的彩色小花。

靓丽的T台秀落下帷幕后，小小
环保志愿者们、岭南园林的志愿者们

便一同来到早已布置好的“园丁香樟
林”，共赴一场环保创意课堂之旅。

同学们4人一组围坐在课桌周
围，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开始彩绘环
保袋，用创意描绘下心中的环保，
勾勒出美好的生活。课桌四周则展
出了同学们自制的手工作品和手
抄报作品，有易拉罐制成的飞机、
旧磁带制成的课本与人像、木头做
成的小房子，还有纸杯制成的小娃
娃、多彩的环保画作……在浓浓的
环保氛围中，伴随着灿烂的阳光，
同学们聚精会神地绘制着自己的
环保袋、文明袋。

活动现场，爱心企业岭南园林
志愿者不仅全程参与活动，更身体

力行捐赠图书500余册，在永兴小学
建立“环保图书角”，图书角以环保
类书籍为主，也有不少少儿读物和
世界名著。志愿者们在赠书时说：

“只有让孩子们了解环保知识，才会
真正明白环保的意义和践行环保理
念，让地球更加美好。”

当日的活动在同学和志愿者
们的笑脸中划上了圆满的句号，相
信从构思创意、拿起画笔，到动手
制作、完成绘制的过程中，“绿色天
府·美好生活”的环保口号早已深
深根植在每一位参与者的心中，我
们的地球也将因这一群可爱的人
儿愈发美好。

邹国丽 天府之声记者 施斌

千余师生手绘环保 用创意拥抱地球
永兴街道举办“绿色天府·美好生活”世界地球日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44月月2020日日，，
在第在第 4848个世界个世界
地球日到来之地球日到来之
际际，，永兴街道举永兴街道举
办 了办 了““ 绿 色 天绿 色 天
府府··美好生活美好生活””
世界地球日主世界地球日主
题志愿服务活题志愿服务活
动动，，现场现场 10001000
余名师生及家余名师生及家
长共同参与到长共同参与到
此次环保盛宴此次环保盛宴
中来中来。。

“这个称号，只是对我以前的
一种肯定，未来我还需要更加努
力。”当得知自己获得了全国“最美
中学生”的称号，黄帅却显得非常
平静。黄帅高高瘦瘦，有一种同龄
人身上不常有的淡定和从容气质。

“我们也没想到黄帅可以得
奖，但是又觉得他实至名归。”黄帅
的老师张晓容说，自2016年6月活
动启动开始，华阳中学校团委在全
校范围内积极寻访，在学生自愿申
报、年级推荐的基础上，校团委择
优推荐黄帅参评成都天府新区成
都直管区“最美中学生”评选。经天
府新区成都团工委、共青团成都市
委、共青团四川省委逐级选拔、网
络投票、专家评审和网络公示，最
终，黄帅同学被团中央学校部评为
2016年度全国“最美中学生”。“整
个成都只有3名学生获奖，我们很
为黄帅感到自豪。”华阳中学校长
祝长水说。

黄帅在华阳中学一直都是个
“名人”。当年黄帅就是以全校第二
的成绩考进了华阳中学，近3年的
时间里，黄帅的成绩就一直非常优
异，都是全校前两名，学习上从来
不需要任何人为他操心。而他对学

习科研的坚持和毅力常常让老师
都感到惊讶。

黄帅对科学研究的热爱始于
初中，高一时黄帅就与同学有了自
己的研究课题《芋头块茎中草酸钙
针晶观察方法的探究》。高二开始，
他开始一人独自研究《黄柏碱与人
血清白蛋白的相互作用》的科研项
目。2017年除夕夜，黄帅都还在写
着自己的研究论文，当天晚上快
11 点的时候，黄帅将自己的论文
发给了老师张晓容，张晓容提出了
自己的修改意见后就去睡觉了，没
想到正月初一的早上9点起床后，
张晓容就看到黄帅已经把修改后
的论文传给了自己，时间是凌晨3
点，她再次提出了修改意见，半小
时后，黄帅又将改后的论文传了过
来，让张晓容都想赶紧打电话让他
多休息一下。

正是凭借这种对科研的热
情和毅力，黄帅在一次次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中，拿过不少国家
级、省级大奖。而他研究的《黄柏
碱与人血清白蛋白的相互作用》
的科研项目，在 2016 年第 31 届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获
得银奖。

对待学习 坚韧有毅力

对待同学和家人 有爱心有耐心

兴隆湖畔，春意盎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