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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青川地震遗迹
等五处国家地质公园

被授牌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卢荡

滕瑾）10月30日，“四川青川地
震遗迹”等5处新增国家地质公
园在深圳举行的“第一届中国自
然保护地国际论坛”期间获授牌。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李
春良表示，中国是全球生物多样
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中国政府
高度重视自然生态保护和生物
多样性保护工作。目前，我国共
有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1.18万
处，占国土陆域面积的18%，领
海面积的4.6%。其中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10处，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474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244处。我国还拥有自然遗产14
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39处
世界地质公园，数量均居世界第
一位。

据了解，青川地震遗迹国家
地质公园位于广元市青川县境
内，总面积53.58平方公里，包括
东河口和荞鱼洞两个园区。东河
口园区呈堰塞湖、滑坡、地裂缝、
山体张裂变形、崩塌等多种地质
破坏形态，是铭记“5·12”汶川特
大地震灾难、弘扬伟大的抗震救
灾精神、展示灾后重建成果，集缅
怀、感恩、教育、体验等功能于一
体的园区。荞鱼洞园区位于白家
乡境内，地质遗迹为喀斯特地貌，
由4个数千米长的溶洞组成，洞
穴内堆积类型多样，千姿百态的
钟乳石惟妙惟肖，有着极高的研
究价值。

除四川青川地震遗迹国家地
质公园外，此次授牌的还有湖北
恩施腾龙洞大峡谷国家地质公
园、广西罗城国家地质公园、广西
都安地下河国家地质公园、西藏
羊八井国家地质公园。

川大华西医院启用
自助身份证明办理终端
忘带身份证也能挂号就医

华西都市报讯（川报观察记
者 伍力）10月30日，在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和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
院门诊，两台24小时自助身份证
明办理终端正式上线运行。以
后，看病不用携带身份证，也能顺
利挂号就医了。

据了解，24小时自助身份证
明办理终端是成都市公安局武侯
分局会同相关技术公司研制的成
果。该终端能够通过公民身份号
码、人像系统比对等相关要素，自
动检索、获取公安户籍系统信息，
从而实现证明的自助办理，具有
查询居民本人身份信息、打印居
民本人“四川省人口信息（户籍）
证明”等功能。特别是针对未成
年人在未办理居民身份证、又未
携带户口簿的情况下急需挂号看
病的难题，专门研制开发了由同
户内具有监护权的成员代查询、
代打印未成年人“四川省人口信
息（户籍）证明”用于现场挂号的
功能。

武侯公安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与华西医院毗邻的华西
坝派出所，每月要接待上千人
次各地群众，为他们查询和打
印“四川省人口信息（户籍）证
明”方便就诊。设立自助终端
后，群众再也无需返回家中取
身份证，也无需在派出所、医院
之间来回奔波，省却了查询、录
入等流程中的等待，为群众节
约时间和精力。

10月 27日，星期天的自贡迎来暖
阳，贡井区桥头镇玉麒村的“四月阳光农
场”果蔬大棚里，几个村民在给冬草莓覆
膜。老远看到走来的钟玉淋，大家热情
地招呼她，“姑娘，你学习回来啦？”

毕业于四川轻化工大学（原四川理
工学院）的钟玉淋老本行是音乐专业，6
年前她辞去自贡某幼儿园园长职务，毅
然决定返乡，跨界进入农业领域。她从
无到有打造了“四月阳光”休闲观光园，
成为自贡小有名气的美女“农场主”。

阳光梦想
打造休闲观光生态园

今年 30 岁的钟玉淋出生在 4 月，
2015年4月在为创办的家庭农场注册时，
她用了“四月阳光”这个名字，“希望更多
自贡人能吃上我们种植的绿色蔬菜，四月
阳光能给大家带去更健康的生活。”

早在2014年底，钟玉淋就开始筹备
返乡创业。当时这里只搭建了几十亩大
棚，业态仅限蔬菜种植。身边大部分人
都对她的举动很惊讶，“一个音乐才女到
农村创业，完全不对路数”。那一年，钟
玉淋精心种植的番茄、黄瓜丰产10万斤
以上，但苦于没有销路，高成本的绿色蔬
菜全部廉价销售，投入的40多万元化为
乌有。

挫折丝毫没打击到钟玉淋要在这
片希望的田野上大干一番的激情。她
的创业困难被贡井区政府关注到了，相
关部门纷纷来考察，为她支招，建议迅
速调整产业结构，并为她提供政策和资
金扶持。

“调整结构，立马就干。”渐渐地，从
单纯的一产业到一、三产业融合发展，

“四月阳光”农场已发展成集种植、采
摘、垂钓、餐饮、娱乐等为一体的休闲观
光生态园，成为众多自贡人周末出游的
好去处。

漫步于农场，60多个蔬菜大棚有序
地排列在旭水河环绕的“绿岛”上，湖光
潋滟中不时有鱼儿跳出水面，三五成群
的游客在垂钓、烧烤，运气好的话还能听
到钟玉淋在塘边小屋里弹奏的悠扬琴
声。最近，农场正在平整一片几十亩的
土地，钟玉淋准备结合自己之所长，打造
一片集聚互动性的亲子乐园。

创新思维
订单最多时一天超200个

在“四月阳光”农场里，最不缺的就
是新奇别样的绿色果蔬：樱桃番茄、水果
黄瓜、紫色白菜和花菜、巧克力草莓……
每个品种，都是钟玉淋外出考察、精心挑

选引进的。
最初从事蔬菜种植时，钟玉淋做过

市场调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市民的
食品安全意识也在提高，尤其对农产品
品质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在她的创业
字典里，“品质”二字成为重中之重，“付
出这么多心血，我不想做短命产业，要靠
品质和口碑赢得大家的心。”

为此，近年来农场坚持不乱用药，始
终使用有机肥，每年光这项支出就占投
入的30%；还设立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检
测室，对每个环节和所有产品进行抽样
检测；坚决不破坏每一寸土地，通过轮种
等方式，实现可持续绿色发展。

为让精心种植的绿色蔬菜，从田间
地头走上市民餐桌，钟玉淋想过很多办
法，“很感谢曾经当过幼师的经历，当时
认识的孩子家长成了农场休闲采摘的第
一批客户。”

通过家长们在朋友圈的扩散，以及
钟玉淋的互联网营销，农场收到的订单
越来越多，“冬草莓成熟时，一天最多能
有200多单。”钟玉淋笑道，那段时间，四
辆车配送都忙不过来。

去年以来，钟玉淋开始在普润电商
博览城筹建集中配送中心，结合城市社
区点位销售，明年将形成覆盖自贡全市
的精品农产品配送网络。

不断学习
希望新青年到农村创业

这个10月是钟玉淋的“学习月”，她
在四川农业大学通过了2019自贡市农
业职业经理人省级示范性培训班学习，
还到浙江考察了众多新型农业园区和基
地。24日又参加了全省绿色食品企业内
部检查员培训班。安排虽然紧凑，但她
觉得很快乐，“作为年轻人，只有不断学
习和开拓眼界，才会有更多发展的思维
和想法。”

在这场跨界创业中完美转型，钟玉
淋从对农业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变成了

“行内人”，这些年来，她屡屡在自贡举办
的各类创新创业大赛中崭露头角。除了

自身的学习与努力，钟玉淋最想感谢的
还是父母，他们放弃自己的事业，始终用
行动支持、帮助打理农场。

如今，“四月阳光”农场年营业额超
200万元，还就近解决了10多名贫困户
的就业问题。回首当年辞职创业的决
心，钟玉淋还记得是被一个女大学生返
乡养猪致富的故事所打动，“但当时看
到的成功只是表面，没想到通往成功的
路上有这么多奋斗和汗水。这几年的
创业历程真的很辛苦，但我不后悔当初
的选择。”

钟玉淋说，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以
及政府政策的扶持加码，农村必将大有
可为，“放眼广袤的农村，最缺乏的就是
新时代的年轻人，希望越来越多有知识、
有技能的新青年回到农村，一起把农业
发展壮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邓丹 摄影报道

（部分图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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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标准

①年轻：14-40周岁

②正能量：热爱祖国、热爱人
民、热爱社会主义

③责任感：遵纪守法，品德高
尚，甘于奉献

④创新力：勤于学习，善于创造

⑤引领风潮：在本职岗位上取得
突出成绩，具有良好的社会影响

推荐
方式

欢迎通过封面新闻APP的爆料平
台，推荐你心目中能够代表中国
力量的新青年；与此同时，也可以
在封面新闻微博、微信等平台的
相关稿件下方留言，欢迎向我们
推荐。

让青春力量激荡，让青春正气昂扬。
封面新闻长期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

“你心中的新青年”人选。
哪些向前奔跑的身影曾感动过你？
快来给我们推荐吧！

爱国情 奋斗者

自贡美女“农场主”钟玉淋：

音乐才女返乡创业
要让更多人吃上绿色蔬菜

钟玉淋

农场出产的草莓。

新奇别样的绿色果蔬。

事无巨细的社区民警
金堂县赵镇街道辖区面积大、人员

结构复杂，黄国友所在的三江社区又是
赵镇治安状况比较复杂的社区。

“16条街（路）巷，21个居民小组，92
个老旧院落，3所中小学幼儿园。实有人
口上万，实有房屋5732套，实有单位957
个，从业人员4538人……”这些是黄国友
工作中的基本数据。

每天，黄国友都骑着那辆陪伴了他多
年的电瓶车走街串巷，从重点人口、重症
精神病人底数排查，到社区人防、物防、技
防，再到小区、院落内的治安防范、物业管
理……只要是涉及到的人、房、业的大小

事儿，都是黄国友操心的范围，这还不包
括值班时的接处警、纠纷调处……

两年前，社区一院落内有电瓶车被
盗，失主报案后与门卫发生激烈争吵，要
求门卫赔偿几千元。黄国友主动当起

“和事佬”，他一边安抚失主，一边明确指
出门卫确有失职。经黄国友苦口婆心地
劝了一个多小时，涉事双方终于协商好，
赔了800元。

事后，黄国友对盗窃案件的原因进
行摸查，找到原因后对院内的居民加强
了宣传，还将社区各院落门卫值班工作
情况纳入评比考核，从此这个院落再未
发生盗窃案件。

“群众身边无小事，一件都不能大

意。”黄国友在工作中事无巨细，做到件件
有落实、样样有回音。

值得一提的是，黄国友年轻时曾参军
入伍，两次参与作战，荣获过1次一等功、5
次三等功。于他而言，从军人到警察，虽然
岗位不同，但服务人民的初心未变。

靠服药打针坚持工作
2007 年，黄国友被查出患上了肝硬

化。多年来，他必须依靠服药、打针来缓解
病情。因服用的药品大多是新、特药品，甚
至包括民间偏方，就算是特殊门诊也不能
报销。因此，黄国友每月5000元左右的工
资，几乎全部用于药费支出。

黄国友患病后牙齿松动，派出所食堂
的饭菜嚼不动，午餐只能每天回家吃流食，
吃完又马不停蹄骑10多分钟电瓶车往社区
赶……

即便身患重病，黄国友仍坚持着自己
的原则，没有向单位提过任何要求。领导
提出把他换到离家近、轻松一点的岗位，方
便他回家吃饭，也被他拒绝了；黄国友的妻
子在成都做手术，所里同事想去医院看望，
他也坚决不说在哪里；甚至有社会爱心人
士找到派出所想给黄国友送钱送温暖，也
被他婉拒……

黄国友是赵渡派出所目前年纪最大的
民警。派出所同事说，尽管是所里的老同
志，但黄国友从来没迟到过，“如果早上例会
没看到他，一定是在二楼办公室接待群众。”
所里的年轻民警告诉记者，黄国友的事迹深
深影响着他们，每当所里年轻人叫苦叫累
时，一想到老黄，瞬间没了情绪和抱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曹菲

“老兵”片警黄国友
走街串巷服务社区 身患重病仍坚持工作

他的工作很平凡，是金堂县三江社
区的一名普通社区民警，日复一日走街
串巷，为居民身边大小事操心。

他曾是人民的子弟兵，战斗英雄，
荣获过1次一等功、5次三等功……

他叫黄国友，今年58岁，共产党
员，成都市金堂县公安局赵渡派出所社
区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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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国友在部队荣获的奖章。

黄国友

成都市公安局
空港新城分局挂牌成立

10 月 30日上午，成都市公
安局空港新城分局挂牌成立仪式
在成都天府国际空港新城三岔镇
举行。仪式上，相关负责人宣读
同意成立空港新城公安分局党委
的批复和成立空港新城公安分
局的通知，以及对刘杨、金文任
职书记、局长的通知，并为空港
新城分局授牌、授印。

据了解，在新分局筹备期间，
成都公安高新区分局、简阳市局
和空港新城分局筹备组全体民警
辅警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空港
新城警务工作“打基础、保稳定、
促发展”的既定目标，全力保障了
天府国际机场和空港新城建设的
顺利推进。

新任空港新城分局党委书记
刘杨表示，空港分局将奋力做好
各项公安工作，为打造体现新发
展理念的美丽宜居公园城市示范
区和“双中心”国际航空枢纽典范
城、营造一流的国际化营商治安
环境，在维护城市“三安”、增强群
众“三感”等方面做出新的、更大
的贡献。 据川报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