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税务总局新化县税务局、新化县交通运输局、新化县国土资源
局、新化县财政局、新化县经济开发区、新化县医疗保险管理局、新化县
劳动就业服务局、新化县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新化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新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渡街道办事处、新化
县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枫林街道办事处、白溪镇党委政府、科
头乡党委政府、孟公镇党委政府、洋溪镇党委政府、新化县人民医院、娄
底眼科医院新化分院热烈祝贺新化县十七届人大三次会议、政协新化县
十三届三次会议召开 !

春来野菜俏，尝鲜还得“悠着点”
挖野菜身影成“风景线” 提醒：别破坏公共绿地，血压偏低者尽量别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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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长沙开展“蓝天保卫战”
以来，蓝天办每天都在积极回应
市民的投诉。针对餐馆油烟扰民
问题，哪怕是小到粉馆，天心区
也要求餐馆必须安装油烟净化
器。由此带来的变化是：投诉量
少了，小区的空气变好了，点赞
声也多了。

餐馆油烟呛得业主不敢开窗

都说挨着小区开餐馆，客源
能得到保证。 餐馆生意是火了，
可是业主却堵心了。家住长沙市
天心区新开铺街道木莲社区海
利科苑佳园小区的贺女士为此
眉头紧锁，“我家住二楼，底下就
是家餐馆， 从每天清晨6点多到
第二天凌晨，油烟味就没断过。1
年多了，我家都不敢开窗户。”

贺女士说，楼下餐馆为确保
油烟不扰民， 在外墙搭了高烟
囱， 可还是免不了那股子味儿。
“由于房屋隔音效果不佳， 那个
抽烟器的轰隆声从早响到晚，连
放在桌上的水杯都会被震动。我
们还向社区、区环保局投诉过，为
此还开了两次协调会。” 贺女士
说， 天心区蓝天办多次要求这家
餐馆整改， 最终餐馆还是转向经
营了。

空气好了，投诉少了

长沙市天心区城管执法大
队新开铺中队副队长孙强表示，
以前几乎是每天都能接到市民
投诉，随时需要出勤。孙强说，根
据《大气污染防治法》，“经过开
展‘蓝天保卫战’，这样的投诉每
天只有二三起。”孙强说，目前收
到的相关投诉，多是因为油烟净
化器未清洗， 导致排烟效果差，
这才被市民投诉的。“油烟机至
少每半年要清洗一次，不然净化
效果会大打折扣。”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宋诚

记者走访发现， 野菜颇受
市民青睐的同时， 一些不文明
的挖野菜行为也给公园、 公共
绿地的养护带来了负担。 最近
天气转暖， 经常到公园锻炼身
体的市民宋先生告诉记者，近
来经常会看到一些人在这里用
小铲子挖野菜， 把不少绿地都
破坏了。“野菜好吃， 但为了保
护我们身边的自然环境， 希望
大家能文明采摘， 不要乱挖。”
宋先生说。

一名公园的工作人员介

绍，草坪上生长的野菜，养护
人员会小心剔除，以免损坏草
坪；但部分挖野菜的市民并不
会太在意，所以他们每年都要
抽人手对损坏的草坪进行修
补。

“最好还是不要在绿化带
里挖野菜。” 该工作人员解释，
公园及路边绿地上经常会喷洒
农药、除草剂等，可能存在药物
残留。 而且生长在马路边的野
菜， 因受汽车尾气污染含有较
多重金属，也不宜食用。

3月18日，天气晴好,长沙市开福区渔业路，市民外出踏青，挖野菜。 记者李成辉摄

本报3月18日讯 今日上
午，为期一周的主题为“追梦新
征程 社工在行动”的湖南省第六
届社会工作宣传启动仪式在长
沙举行，现场发起成立湖南省社
会工作与乡村振兴产教联盟。本
次活动由湖南省民政厅主办，长
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和湖南省
社工机构孵化基地承办。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党
委书记蒋晓明表示，就社会工作
而言， 社会整体上认同度不高，
而农村的贫困、留守儿童、乡村
治理等问题， 迫切需要破解，社
会工作更是其中的薄弱环节。
“按照规划， 每个乡村社工站按
照2至3个的人员配比，目前人才
缺口可能达80%。” 在蒋晓明看
来，社会工作不仅能帮助解决贫
困问题，更是用专业方法帮助解
决贫困户的心理和社会适应问
题，关注他们的长远发展，把温
暖送到心里。

据悉，产教联盟将通过促进
和引导社会工作领域内的高校
和机构服务湖南乡村振兴建设
和精准扶贫，提高乡镇社工站的
建设品质、乡镇社工站工作人员
专业化水平，以及农村社区建设
和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质量；通
过引导高校深入行业，真正培养
“能扎根、肯奉献、会创新”的社
会工作技术技能人才； 最终，促
进教育与行业同步发展。

■记者 陈舒仪 黄京
通讯员 曹启挺 戴晓露 董照川

一般而言，市民常吃的野菜比较安全，但有过敏体质的
人要慎用，想吃的话可以少量尝尝，若出现周身发痒、全身
浮肿、皮下出血等情况，应停止食用，到医院进行检查。

业内人士介绍，有些野菜经过处理后才可以吃，最好烫
一下，或者用淡盐水浸泡一到两个小时，可以去除粘附在野
菜上的寄生虫。此外，野菜虽好吃，但因其含草酸等物质较
多，过多食用易影响钙吸收，尤其血压偏低等特殊人群，尽
量不要食用有降压作用的野菜，以免伤及身体。

我省成立社工与
乡村振兴产教联盟

冬去春来，万物生长，各种顶着泥土气息的应时野菜
冒出了头。不少市民带着铲子、挎着篮子、踩着轻快的步
子，向广阔无垠的田野、湘江两岸乃至城市绿化带奔去，
有野菜的地方就有他们的身影。不过，记者发现，市民在
享受挖野菜乐趣的同时， 不仅存在随意践踏公共绿地的
情况，还存在其他安全隐患。业内人士提
醒，市民在采摘和食用野菜时，要注意文
明和安全。 ■记者 李成辉

对于老一辈人而言， 荠菜、
马齿苋、雪蒿、野葱、灰灰菜，甚至
刚抽嫩条还没打花苞的蔷薇枝，
都意味着果腹、乃至美味。如今，
在城里，挖野菜也算是一种休闲
乐趣，每年此时，那些挖野菜的身
影便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3月18日，在开福区捞刀河
附近的绿化带里， 市民李女士
不时弯腰似在寻觅什么。 走近
一看， 李女士手里拿着几株嫩
绿、不知名的野菜。李女士告诉
记者， 这个时候的艾叶很鲜嫩，
用来做蒿子粑粑最合适不过，而
且在菜市场还比较少见。“小时

候吃过的蒿子粑粑里的嫩蒿，都
是母亲挎着篮子到湘江边采摘
的，”李女士说，每年这个时候，
长沙总是阴雨绵绵，虽然河边的
嫩蒿密密麻麻散发阵阵清香，可
是风依然是刺骨的，但这是值得
的， 做出来的艾叶粑粑新鲜软
糯， 唇齿间留有艾叶的清香，是
童年忘不了的美味。

在长沙市北三环附近湘江
两岸的绿化带里， 荠菜三五成
簇，这让市民易女士开心不已，
“如今生活中肉食太常见，想吃
点儿野菜换换口味， 觉得味道
好极了。”

【现场】 挖野菜的身影成了别样风景线

【提醒】 不要在城市绿化带里挖野菜

血压偏低者尽量别食用

餐馆装上油烟净化器
小区的空气变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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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3月 18日

第 2019070期 开奖号码: 7 9 8
湖南省中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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