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是停泊的港湾；家，是幸福的源
泉；家，是心灵的归宿；家是最小国，国
是千万家。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他们
温暖、感动着每一个人，让我们一起走
进“韶关消防最美家庭”，去看看他们的
故事……

路士林，现任乳源瑶族自治县鹰峰
东路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荣立个
人三等功 3次、嘉奖 3次。参加工作 15
年来，始终扎根消防基层一线，参与灭
火救援任务 3000多次、解救群众 700余
人，带队处置“7·4”城口抗洪抢险、“2·
12”五马山山岳救援、“10·10”丹霞山
茶壶峰山岳救援等。在高空山岳绳索
救援技术领域获得国际认证的 IRATA
二级、CRT 资质证书，代表总队参加世
界绳索救援技术大赛，指导全省消防救

援队伍特勤比武绳索项目，进行高空救
援知识授课等。

这些成绩的背后，是妻子张艳娟的
全力支持、全心付出。自两人 2016年组
建家庭以来，面对聚少离多，张艳娟主动
放弃自己的事业，坦然接受、无悔付出，
支持丈夫对消防救援事业的执着追求。

赵鹏，现任翁源县建设二路消防救
援站站长。荣立个人三等功 1次、嘉奖
3 次。2018-2019 年连续两年，赵鹏代
表支队参加省消防救援总队装备比武
竞赛，并负责参赛队员后勤保障工作，
均获得团体第四名的好成绩。 2019
年，作为参赛队员代表支队参加全省消
防救援队伍首届“火焰蓝”救援尖兵比
武竞赛，获得团体总分第一名。2020
年，参加省消防救援总队组织的江门地

震拉动实战演练、援湘抗洪抢险前置备
勤工作，圆满完成各项后勤保障任务。
2021 年 4 月，带队参与抗旱救灾行动，
利用远程供水车组和水罐消防车供水
累计 100 万余吨，解决约 16 万人近 20
天的饮水困难。

妻子李葶在市妇幼保健院工作。
疫情期间，她积极响应医院号召，主动
投身一线抗疫，全力做好儿童防疫工
作。作为一名消防员的妻子，聚少离
多，她多了一分坚强、也多了一分艰辛，
理解和包容成为她生活的态度。他们
用执着与坚守、无私与奉献换来了家庭
美满，也换来了万家平安。 郑忠辉

平凡点滴中诠释爱的真谛
——记“韶关消防最美家庭”路士林张艳娟、赵鹏李葶家庭

韶关消防最美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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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因遛狗不牵绳，武汉一女子与
几名狗主发生口角，在长达两个月的矛
盾后，该女子从高楼一跃而下的消息引
发社会热议。

今年 5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动
物防疫法》开始施行，其中第三十条规
定：“携带犬只出户的，应当按照规定佩
戴犬牌并采取系犬绳等措施，防止犬只
伤人、疫病传播。”这就意味着出门遛狗
不牵绳已经涉嫌违法。

记者连日来采访发现，遛狗不牵绳的
现象依然较为普遍，给市民造成困扰的同
时，也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狗主自信：
家犬不咬人无须牵狗绳

“狗伤人”事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见诸
报纸、网络等，相关部门也一直呼吁养狗人
士遛狗要拴牵引绳。近日，记者走访发现，
仍有很多养狗的市民或是嫌麻烦、或是抱
着侥幸的心理，纷纷认为宠物狗不会咬人，
遛狗不拴绳的情况依然较为普遍。

家住武江区鸿洲花园的李女士养了
一只贵宾犬，每晚她都会带狗在家楼下小
区过道遛弯。“出来玩时，狗狗不喜欢拴牵
引绳，贵宾犬性格温和且体型较小，一般
不会伤害陌生人。”李女士如是说道。

尽管该小区正门附近贴有建议居民
遛狗拴绳的提倡书，但物业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依然有不少犬只在小区内自
由闲逛，而小区广场里有不少家长正带
着孩子玩耍，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市民谴责：
遛狗不牵绳是自私行为
昨日，记者前往浈江区环园路一带，

发现有市民携带狗只散步未牵绳，更发
现有家犬紧跟在陌生行人的身后，虽然
体型不大，但不少市民还是被跟在身后
的宠物吓了一跳。只见狗只奔跑至道路
两侧的角落留下排泄物，影响周边环境
卫生。

“有时候带小孩过来散步，总是担心
小孩不小心招惹了狗，狗突然凶起来伤
到孩子。”一名正在散步的市民称，不少
市民晚上喜欢在附近跳广场舞，不时见
有狗只绕来绕去，尤其是泰迪之类的小
型犬，到了开阔的路段撒腿就跑。采访
中，不少市民纷纷表示，宠物主人以家犬
不会咬人为理由而外出不牵绳，是一种
不考虑他人感受的自私行为。

有法可依：
犬只若伤人主人要担责
近日，浈江法院审理了一宗由宠物

伤人引起的纠纷案。案件中，柳某在散
步时被一条突然窜出来的大型犬咬伤下
肢，而后柳某随即打车前往医院注射狂
犬疫苗。但柳某因伤口明显发红、肿胀
疼痛在医院住院治疗将近一周。为此，

柳某认为庞某对其饲养的宠物狗看管不
严，故将庞某诉至法院，结合本案实际情
况，该院依法判决被告庞某向原告柳某
支付赔偿款 6000余元。

无独有偶，武江法院近日公开开庭
审理原告梁某与被告谭某饲养动物损害
责任纠纷一案，该案入选了广东省高级
人民法院“民法典百场庭审直播”。原告
梁某驾驶电动车行驶至某公园门口，突
然一只拉布拉多狗冲出路面导致梁某急
刹车不及，与该狗发生碰撞，造成梁某受
伤、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交警部门认定
拉布拉多狗的饲养人谭某负事故全部责

任。后双方就赔偿事宜未能达成一致，
原告梁某遂诉至法院。该案作出一审判
决，被告谭某需赔偿 1051.47元给原告梁
某。

去年 10月 1日，《韶关市文明行为促
进条例》公布施行，其中第十四条第三款
明确规定：“遛狗时应当使用牵引绳，给
犬只佩戴嘴套，主动避让行人，并即时清
理其排泄物。”在此呼吁饲养犬只的主人
们遵守法律法规，爱护环境卫生，文明规
范养犬，不给他人造成困扰，不给社会增
添负担。

韶关日报记者 钟政宽 摄影报道

遛狗不牵绳现象依然存在

请文明养犬别给社会“添堵”

在浈江区环园路一带，市民携带狗只散步仍未牵绳。

本报讯 日前，韶关市青年产业工人作
家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暨韶关市首届
韶华文学奖签约启动仪式在翁源县涂志伟
美术馆举行。省青工作协及团市委相关负
责人、韶关青工作协代表等 60余人参加会
议。

省青工作协领导于开幕式上充分肯定
韶关青工作协多年来取得的成绩：“韶关青
工作协成立 9年以来，不断成长壮大，汇聚
了一大批富有才华和创作激情的青工文学
作者，已真正成为韶关青工文学爱好者的
精神家园，在推动青工文学创作繁荣方面
有声有色、硕果累累。”会上，他们还进行了
换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韶关青工作协理
事、班子成员。

随后，进行了韶关市首届韶华文学奖
签约启动仪式。据悉，本次韶华文学奖
评选征集活动是由共青团韶关市委员会
指导、我市两家爱心企业赞助，由韶关市
青年文学会、韶关市好人协会、韶关市青
年产业工人作家协会共同主办，旨在活
跃韶关文学氛围，鼓励韶关青年作家创
作出更多向上向善的文学精品，提升韶
关青年作家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推进新
时代韶关文学事业繁荣发展。

杜海涛

韶关市首届韶华文学奖
征集评选活动启动

推进新时代韶关
文学事业繁荣发展

本报讯 日前，市水务局联合曲江
区水务局在曲江区开展水法规宣传暨
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宣传活动，提高社
会公众的水法治观念。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
资料、现场宣讲和法律咨询等方式，为
群众解答水事纠纷疑问，并向过往群众

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广东省
河道管理条例》《广东省河道采砂管理
条例》等法治宣传单行本及河道采砂、
水事纠纷等宣传单张等宣传物品，引导
群众依法行使相关权利、自觉履行法定
义务。现场共发放各类宣传资料及物
品 2500余份。

据悉，接下来，市水务局将切实落
实普法责任制，推动普法宣传工作常态
化，深入开展水利法律法规、扫黑除恶
政策和工作要求宣传普及，切实增强全
社会水法治观念。

韶关日报记者 黄俊 通讯员 孙兰兰

本报讯 近日，新丰县公安局梅坑派
出所民警成功救助走失人员张某，并驱
车送其返家与家人团圆。

据悉，日前，值班民警接韶新高速路
政大队队员报警称，发现有一名男子在韶
新高速高架桥上行走，十分危险。值班民
警接警后立即赶赴现场，并在高速工作人
员的帮助下将该名男子带下高速。

只见该名男子穿着拖鞋、衣衫单薄、
瑟瑟发抖，民警见状便将其带上警车，为
其披上警服取暖。在车上，民警耐心询
问该名男子关于家人和住址等信息，但
男子却答非所问且精神表现异常。通过
智慧新警务，民警成功核查该名男子的
身份，并找到其家人联系方式。

经向该男子父母了解，男子因智力
发育不健全，父母担心其在老家无人照
顾，便带着张某到新丰一起生活，早上男
子从家里出门，父母以为他像往常一样
在附近散步，但始终未归，父母便着急在
四周找寻其下落。得知派出所找到男子
后，老人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并向民警致
谢。

考虑张某父母年事已高、出行不便，
民警便驱车将张某送回家中。临走时，
民警再三叮嘱家属要多加关心，避免类
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韶关日报记者 邹方筱 通讯员 邢少康

走失男子在韶新高速
高架桥上行走

民警暖心
救助送其回家

市水务局开展水法规宣传

提高社会公众水法治观念

本报讯 自去年12月启动以来，“韶关市
民保”为缓解群众医疗费用负担、完善我市
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供有力支持。但近
日有市民向本报反映，此前购买该保险预约
了自动缴费服务不知如何取消，希望专业人
士能给予解答。

王 女 士 去 年 给 家 里 老 人 购 买 了“ 韶
关 市 民 保 ”医 疗 保 险 ，老 人 今 年 年 初 病
故。前日，王女士手机微信收到一条“待
支付提醒”信息称：“根据您之前购买预
约了自动缴费服务，本项目将在 48 小时
内为您操作扣费。”见状后，不善操作智
能手机的王女士未能找到取消自动缴费
选项，眼瞅扣费时限将至，王女士向身边
朋友求助，朋友向其提供客服电话。王
女士拨打客服热线，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市民只需点开微信主页，点击右下角的

“我”按钮，选择“支付”选项，再点击右
上角的“…”符号进入微信支付管理页面
选择“扣费服务”选项，随后选择“城市惠
民保障”按钮，最后点击“关闭服务”即可
关闭自动扣缴功能。如已自动缴费的市
民想退费，可点击“韶关市民保”微信公
众 号 页 面 的“ 个 人 中 心 ”，选 择“ 订 单 查
询”选项，然后录入个人信息后选择“退
费”。如市民有任何疑问，可在法定工作
日 9∶00-18∶00 拨 打 客 服 热 线 400-001-
3666 解惑。

韶关日报记者 钟政宽

如何取消“韶关市民保”
自动缴费服务?
可进入官方

微信公众号关闭
自动扣缴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