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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 通讯员
陈野 李胜成）“志愿者行动起来，珍爱武
陵山、护绿乌江水！”7月1日上午，酉阳自
治县组织开展的“山水之城 美丽之地”
主题志愿服务活动在该县龚滩古镇举行，
共有机关干部职工、村社干部、社区居民、
中学生等志愿者代表约千余人参加活动。

此次主题志愿服务活动由“守护绿
水”“文明餐桌”“文化传承”“洁净家园”

四项活动组成。同时，在龚滩景区广场
还设置了“志愿集市”，开展义诊、义剪、
法制环保宣传、文明旅游劝导、文化志
愿服务。

记者在乌江龚滩码头“守护绿水”
志愿服务活动现场看到，志愿者正在
将专用运输车里的草鱼、白甲鱼、鲢
鱼、鳙鱼等 7万多尾鱼苗，分送到一个

个塑料桶和盆里，在渔政工作人员的
指导下，小心翼翼地将鱼苗投放到乌
江中。

据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主题
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旨在进一步弘扬
志愿服务精神，发挥志愿服务功能，引导
广大市民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深入推动
长江经济带发展、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
丽之地。

酉阳县（乌江重庆段入口）>>>

护绿乌江水 7万尾鱼苗投放江中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7月1日，重
庆市“山水之城 美丽之地”主题志愿服
务活动启动仪式暨首场活动在涪陵区举
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鸣，市政府
副市长陆克华出席启动仪式暨首场活动。

5个分会场同步开展活动
1万余名志愿者参加

该主题志愿服务活动旨在深学笃用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全国生态
环境保护大会精神，认真落实全市深入推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动员大会暨生态环境
保护大会精神，通过建立完善生态文明传
播、生态环境保护、守护青山、守护绿水、
城市提升、美丽乡村、绿色生活等7个“市
级总队＋区县分队＋若干志愿服务组织”
队伍体系，精准实施生态文明传播、守护
青山、守护绿水、城市提升、美丽乡村等5
类志愿服务项目，引导广大市民争做生态
环境保护的关注者、践行者、推动者、监督
者，推动形成全市上下关心环境、珍惜环
境、保护环境的氛围，切实为全市加强生
态文明建设、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汇聚起强大
力量。

启动仪式上，通报了活动方案，宣读了
倡议书，举行了志愿服务总队授旗仪式。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环保局等相关市
级部门和涪陵区委、区政府负责人，以及志
愿者近1000人参加了启动仪式。同时，位
于长江、嘉陵江、乌江重庆段入口和出口的
永川区、巫山县、合川区、渝中区、酉阳县与
涪陵区同步开展首场活动，共计1万余名
志愿者参加了首场活动。

志愿者走进社区和公园
爱护环境从身边小事做起

早上9点过，首场活动的主会场在涪
陵区锦绣州广场正式拉开帷幕，丰富的文
艺演出吸引了许多市民观看。在舞台前
方，志愿者们搭起展台，向市民展示并宣
传环保知识。

“绿色能源科普志愿服务”在现场循
环播放页岩气科普片，介绍涪陵页岩气
田，科普相关知识；“绿色生活从我做起志
愿服务”通过废物利用展示、发放环保宣
传单、垃圾分类图片等资料，向市民宣传

绿色生活理念。
其中，由来自重庆大学、天星桥中学

校等的专业老师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为市
民科普了节能知识。“家中电器在待机的
状态下也是耗电的。”重庆大学动力工程
学院教师吴治娟告诉现场市民，比如，1台
1P的空调待机功率为2瓦，一年按200天
待机计算，将消耗的电能为10度。那么
按重庆有1000万个家庭的1000万台空
调来算，一年下来空调待机的电耗将高达
1亿度。

吴治娟说，不使用电器时，大家应该
将插头拔掉，减少能耗。另外，她还教给
现场市民一个生活小常识：空调年年加氟
为何还年年缺氟？“那是因为，空调使用久
了以后很可能出现漏氟的情况，因此大家
应该定期检漏。”

随后，记者跟随志愿者走进了敦仁移
民小区及白鹤森林公园。志愿者们在小
区开展爱水护水公益课堂、增绿补绿志愿
服务、环保趣味课堂、废旧物品再利用手
作等活动。

在公园里，一场有意义的亲子环保活
动正在进行，小朋友们在家长的带领下为
树木制作种类识别及保护提示标牌。孩
子们用彩色的画笔在木板上写上树木的
名字和属性，“我们做这些是为了提醒游
客爱护树木，让树木健康地生长。”小志愿
者龚思静说。

今年全市将推进21项志
愿服务活动

据了解，本次志愿服务活动将实施

生态文明传播等5类项目、建设7个“市
级总队＋区县分队＋若干志愿服务组
织”队伍体系、推进 21 项志愿服务活
动。

21项志愿服务活动包括大力开展生
态文明宣传、“文明餐桌”、“衣旧情深”、
绿色生活等4项志愿服务活动；逐步推
广“山长”志愿服务，大力开展植树造
林、防火护林、保护动植物、山林监督等
5项志愿服务活动；要逐步推广“河长”志
愿服务，大力开展水体清洁、整洁河（库）
岸、水质修复、河库监督等5项志愿服务
活动；要大力开展防治污染、绿化家园、
美化环境、传承文化等4项志愿服务活
动；要大力开展清洁庭院、整治村容村
貌、绿色生产等3项志愿服务活动，让5
大志愿服务项目落地落实。

重庆市“山水之城 美丽之地”
主题志愿服务活动全面启动

巫山县绿水志愿服务队：巫山县绿水志愿服务
队成立于2017年10月，现有志愿者18人，为传播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打造绿水青山、美丽生态巫
山贡献力量。“守护绿水 洁净两岸”志愿服务活动
走进神女峰、神女溪等景区，劝导游客不乱吐、不乱
扔、不乱踩等。通过劝导活动我们绿水志愿服务队
深刻体会到，“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不是一句口号，
而是沉甸甸的责任，我们每个人都要有担当、有作
为，增强生态环保意识，积极用心参与活动，营造良
好社会氛围，彰显巫山山水自然之美、人文精神之
美。让我们行动起来，永葆一江碧水、共育两岸青
山，打造山清水秀美丽巫山。

7 月 1 日，我市在涪陵
区举行“山水之城 美丽之
地”主题志愿服务活动启动
仪式暨首场活动。此次活
动以“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
丽之地，人人都是关注者、
践行者、推动者、监督者”为
主题，对于我市深入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

“两点”定位、“两地”“两高”
目标，落实推动长江经济带
发展动员大会暨生态环境
保护大会精神，以及弘扬志
愿服务精神、发挥志愿服务
功能，动员广大市民积极参
与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
之地具有重要意义。

环保动力来自群众参
与，成效在于群众参与，推
动环境治理从政府主导到
全民参与，是生态文明建设
的关键环节。建设“山水之
城 美丽之地”，人人都是
受益者，个个都是建设者。
我们要进一步弘扬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
引导广大市民争做生态环
境保护的关注者、践行者、
推动者和监督者。积极践
行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
明健康的生活方式，逐步养
成尊重自然、节约资源、保
护环境的行为习惯，努力形
成全市上下关心环境、珍惜
环境、保护环境的大环境，
凝聚起共同绘就“山水之
城 美丽之地”美好画卷的
强大力量，让一江碧水、两
岸青山的美景焕发新的风
采。

共同绘就“山水之城
美丽之地”的美好画卷，需
要我们争做生态环境保护
的关注者、践行者。“保护环
境，人人有责”不是一句空
话，是沉甸甸的责任，需要
每个人有担当、有作为。全
市各级志愿服务组织、广大
志愿者和市民朋友要积极
行动起来，不仅要当好关注
者，更要当好践行者，牢固
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全面提高生态环
保意识，像保护眼睛一样保
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从小事
做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积极参加“山水之
城 美丽之地”主题志愿服务活动。积极建言献策、
贡献智慧，自觉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
式，让绿色生活成为一种习惯和自觉，成为社会文明
的新风尚。

共同绘就“山水之城 美丽之地”的美好画卷，
需要我们争做生态环境保护的推动者、监督者。良
好的生态环境是每个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大
家的共同推动。广大市民要当好环境保护的推动
者，积极传播生态环境保护知识和生态文明理念，参
与环保公益活动和志愿服务，传递环保正能量，使生
态道德和生态文化得到弘扬，引导带动更多身边的
人关爱自然、保护生态，感染和影响更多人投身生态
环境保护事业。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广大市民也
要发挥好监督者的作用，发现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
问题要及时劝阻、制止，同时要积极提供线索，成为
发现生态环境问题的监督者。

“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只要我
们每个人都行动起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切实强化“上游意识”、担起“上游责任”、体现“上
游水平”，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崇尚生态文明的良
好风尚，“山水之城 美丽之地”的美好画卷就会徐
徐铺陈开来。 （作者系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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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愿 者 说

重庆首个民间河长、第八届“母亲河奖”绿色卫
士奖获得者、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合川区志愿者何
波：

当我踏上阔别已久的故土时，看见河水都是脏
的，上面还漂着油垢、垃圾等，在我的印象里，故乡
应该是天蓝水清人和的景象，于是我暗下决心，我
应该为生我养我的故乡做些什么了。应聘为民间
河长，穿着荧光色的马甲，平均每月四次巡查河
段。这两公里的河滩，就像我的“孩子”。每当我看
到以前的闲置土地变成现在的特色景点“响水滩荷
田”，心里十分高兴。发展荷
田旅游，开展农产品农村电子
商务，村民收入直线上升。振
兴家乡，这就是我们年轻人应
该做的。
（记者杨铌紫采写整理）

本报讯 （记者 周雨）7月1日，来
自永川区委宣传部、区文明办、区教委、区
农委、团区委等部门志愿者和朱沱镇党员
志愿者、中小学志愿者、“文绍英爱心之
家”志愿者、新乡贤等1000余名志愿者，
在长江进入重庆地区的第一镇——朱沱
镇开展保护长江志愿服务活动。

上午8时，“山水之城 美丽之地”永川
在行动启动仪式在朱沱镇汉东村的长江边

举行。“担起上游责任，守护长江母亲河，从
我做起，说文明话、做文明事、当文明人，共
建美丽新永川。”在场志愿者举起右臂，发出
了“山水之城 美丽之地”志愿者宣言。

之后，1000多名志愿者兵分三路，分
别到该镇汉东村、金贸广场、四望山村开
展志愿活动。在汉东村，志愿者主要开展
清理白色垃圾、清漂截污、水质监测等保

护长江志愿服务活动；在金贸广场，志愿
者主要开展垃圾清扫、清除牛皮癣、畅通
消防通道等洁净家园志愿服务活动；在四
望山村，志愿者主要开展村庄庭院美化及
农村人居环境宣讲、土壤污染治理与保护
宣讲等绿色生活志愿服务活动。

在这些志愿者中，还有100余对母子
或父子，以亲子志愿服务的方式参加保护
长江志愿服务活动。

永川区（长江重庆段入口）>>>

保护长江 志愿者清漂截污

本报讯 （记者 颜安 通讯员 曾
露）7月1日，巫山500余名环保志愿者走
进滨江路、培石乡、神女峰、神女溪景区等
地，开展以“山水之城 美丽之地”为主题
的志愿服务活动。

在长江重庆出口巫峡段，环保志愿者
们沿着江岸，分成几个小分队，拿起工具，
爬草丛、扒砂石，捡拾酒瓶、塑料袋等垃
圾，开展环保活动。第一次参加活动的志
愿者小雅告诉重庆日报记者，这次环保活
动很有趣，刚捡了满满一口袋白色垃圾，

这让她很有成就感，同时也感受到了环境
保护的重要性，回去后要告诉身边的小伙
伴要爱护环境，不乱扔垃圾。

“现在环境保护越来越好了，今天组
织这次活动主要是倡导市民增强环境保
护的意识。同时我作为神女社区的河长，

每周至少要到长江边巡查两次，发现问
题、立即处理，保护好我们的生态环境。”
该县高唐街道神女社区党支部书记曾平
告诉记者。

在培石乡黄龙村村民谭贵吾家门口，
环保志愿者用实物展示的方式，向周边的

村民开展“守护绿水 洁净两岸”环保课
堂，志愿者向村民介绍环保小知识，教大
家分类处理电池、塑料袋、塑料薄膜等垃
圾，促进大家养成绿色环保的生活习惯。

在巫山著名景点神女峰、神女溪等
地，环保志愿者正在安全有序地组织游客
上下船，并劝导游客不要乱扔、乱吐等不
文明行为。“我们志愿服务队通过活动认
识到了要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就必须
从小事做起、从自身做起，要弘扬志愿服
务精神。”志愿者戴光琼说。

巫山县（长江重庆段出口）>>>

志愿者沿江清理垃圾

本报讯 （记者 王伟）7 月 1 日，
在合川区“山水之城 美丽之地”志愿
服务活动现场，由 60名“民间河长”组
成的合川“绿水卫士”志愿服务队举行
简单的倡议仪式后，立即奔赴河道码头
开展“文明劝导”，带头捡拾沿岸垃圾
杂物。

当天，三江汇流的合川区在嘉陵江畔
启动“山水之城 美丽之地”主题志愿服

务活动，包括合川骑行志愿服务队和陈
大富义务清漂志愿服务队队员在内的
200多名志愿者参加。“民间河长”组成的
志愿服务队沿着河岸，劝导市民不要乱

丢垃圾，不要在河边洗衣洗物等，同时还
发动市民携带垃圾袋，一起清理河道沿
岸和岸边绿化带中的垃圾。

“河长制不仅是政府行为，还应充分

调动民间力量，带动更多人参与进来。”
合川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合川在全市首
推“民间河长”，目前已聘200多名。他
们除了日常的巡查河道河堤，还要监督
非法排放污染物、非法捕捞等情况。为
了带动更多社会力量保护江河，他们还
组建了合川“绿水卫士”志愿服务队，围
绕保护水资源定期开展“文明劝导”和
义务清扫工作。

合川区（嘉陵江重庆段入口）>>>

“民间河长”嘉陵江畔文明劝导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7月1日，
在长江、嘉陵江交汇处的朝天门广场，150
余名志愿者在“山水之城 美丽之地”主题
志愿服务活动渝中分会场，向过往市民、
游客开展水资源保护、垃圾分类等志愿活
动。

重庆日报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志愿
者们冒着酷暑摆下的十多个服务展台内

容丰富，吸引了过往市民及游客的驻足围
观。其中，渝中区环境监测站志愿者带来
了水质监测、噪声监测、空气质量监测等

现场试验，阳光520爱心志愿者协会志愿
者发起了捐赠衣物书刊的倡议。

“我们将此次志愿活动的地点选在人

员两江交汇的朝天门广场，就是为了倡导
市民及游客养成一种绿色生活方式，共同
呵护我们重庆这个‘山水之城，美丽之
地’。”渝中区委宣传部文明办相关负责人
介绍，除了这个分会场，该区还有500余
名志愿者赴大小餐饮企业倡导餐桌文明、
在河道沿线清理白色垃圾、到历史遗迹传
播母城文化等。

渝中区（嘉陵江重庆段出口）>>>

倡导养成绿色生活方式

“山水之城 美丽之地”主题志愿服务分会场活动

7月1日，重庆市“山水之城 美丽之地”主题志愿服务正式启动。图为“荔枝希望小学校志愿服务队”的小志愿者参与“环保科幻
绘画”活动。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