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文”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 王勇 通讯员 姜平）5 月 19
日,南阳市十一中 2020 年“衡星学子暨新时代
好少年”评选活动启动。

本次评选分为“学业成就之星、勤奋进步
之星、劳动淳朴之星、约己自律之星、责任担当
之星、感恩孝义之星、诚信坚守之星、友善合作
之星、自主管理之星、社团才艺之星、书香阅读
之星、健康运动之星；崇德修养之星、博智好学
之星、力行钻研之星、创新实践之星”16 类。 5
月 19 日至 6 月 14 日，各年级根据比例确定人
选，上报学校。 学校考核后，确定为校级“衡星
学子”，在 6 月中下旬进行表彰。 ⑤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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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帮助市民给小狗拴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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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宣传引导遛狗拴绳，市民积极配合
随着气温升高， 风景

优美的白河国家城市湿地
公园成了市民休闲娱乐的
好去处， 一些市民则带上
爱犬一起共享美景。 但有
的狗狗没有拴绳子， 到处
乱跑，随地大小便，存在一
些不文明现象。 为给广大
市民营造一个良好的环
境， 白河国家城市湿地公
园管理处在园区开展遛狗

拴绳专项整治活动， 倡导
市民遛狗拴绳，文明出行。

5 月 21 日早上 7 时
许，在白河国家城市湿地公
园淯阳桥区域，记者和管理
处的工作人员一起开展遛
狗拴绳宣传引导。 一位市
民带着狗狗在步道上散步，
看到狗狗没有拴绳，工作人
员上前询问：“你好，咱家的
狗狗为啥没有拴绳？ 是没

有绳吗？ ”该市民表示没有
绳子，也从来没有给狗狗拴
绳。 工作人员向该市民宣
传了遛狗不拴绳存在的不
文明行为及安全隐患，并递
上了一根绳子。 该市民连
连致谢，并表示今后遛狗一
定注意拴绳。

随后， 工作人员发现
一位女士带着的小狗狗也
没有拴绳， 经过工作人员

的宣传， 该女士认识到遛
狗不拴绳也是一种不文明
行为， 在工作人员的帮助
下， 她牵着拴好绳的爱犬
离去。

截至当日 8 时， 记者
和工作人员共发现 3 位遛
狗未拴绳的市民， 他们都
积极配合给爱犬拴上绳
子， 并表示今后将遛狗拴
绳，文明出行。

本报讯（记者 张戡 通讯员 许玉秋）因
火车站站前广场封闭施工，5 月 22 日起，在广
场发车的公交线路有调整。

原火车站站前广场向北发车的线路，其
中 2、7、15 路到达车站路“火车站”站点（金鼎
宾馆北边）停靠后，绕行八一路、工业路、新华
路后交原线路运营；5、8、28 路到达车站路“火
车站”站点（金鼎宾馆北边）停靠后，绕行八一
路、 工业路后交原线路运营；17、30 路开往火
车站方向从车站路绕行八一路、工业路、新华
路后停靠车站路“火车站”站点（金鼎宾馆北
边），在该站点原线路发车。

广场向南发车的线路，其中 3、10、12、18、
31 路到达车站路“火车站”站点（百乐宾馆门
前）停靠后，绕行车站路、新华路、工业路、中
州路路后交原线路运营；4、14 路到达车站路
“火车站”站点（百乐宾馆门前）停靠后，绕行
车站路、新华路、工业路后交原线路运营；21
路工院发车到中州路工业路口后绕行工业路
新华路车站路，到达车站路“火车站”站点（百
乐宾馆对面）停靠后，按原线路运营。 ⑤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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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市正在积极
开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为倡导市民遛狗拴
绳文明出行，5 月 19 日
起，白河国家城市湿地公
园管理处在园区开展遛
狗拴绳专项整治活动。连
日来，通过多种形式的宣
传引导，市民文明游园意
识得到很大提升，出门遛
狗拴绳的好习惯正逐渐
养成。

白河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管理处开展遛狗拴绳专项整治活动

遛狗 请牵紧手中的“文明绳”
□本报记者 王勇

遛狗拴绳彰显文明，市民纷纷给予点赞
对于白河国家城市

湿地公园管理处开展遛
狗拴绳专项整治活动，市
民们纷纷给予点赞。

采访中，市民李先生
说，他孩子上小学时被一
只金毛狗追逐，他斥责狗
的主人不管好自己的狗
时，其竟然表示那是狗狗

对孩子的亲昵表现。 李先
生气愤地说：“那么大的
狗出来不拴绳，让人感觉
很危险， 对于养狗人来
说，可以把自己的狗宠溺
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不
能奢望他人像自己一样
爱自己的狗狗。 ”

市民张女士表示，一

些养狗人遛狗不牵绳，理
由是觉得自己的狗性格
温顺不咬人，但有些狗伸
着长舌头围着人嗅来嗅
去，你说吓人不吓人， 遛
狗拴绳这个专项整治活
动真是好。

对于遛狗拴绳，一位
牵着狗路过的市民表示，

遛狗拴绳不仅是一种文
明行为，也可避免许多不
必要的麻烦。 该市民说，
许多丢失的狗狗都是因
为没有拴狗绳而跑丢的，
另外，如果狗狗惊扰到别
人造成损失，也会带来不
必要的麻烦，所以遛狗最
好拴绳。

文明意识提升，遛狗拴绳的市民越来越多
白河国家城市湿地公

园管理处综合办主任方宛
军介绍， 白河国家城市湿
地公园面积较大， 为确保
治理效果， 管理处全员参
与， 多措并举进行宣传引
导。 利用执法宣传车不间
断巡查， 循环播放文明游
园管理规定； 在园区各景
观点处悬挂“遛狗拴绳、文

明出行、从我做起 ”“做负
责的主人、 遛狗拴绳” 等
内容的宣传横幅； 分段划
区，责任到人，管理人员配
备喊话器向广大市民进行
宣传， 并及时制止不文明
行为； 同时， 加强教育引
导， 管理处自筹资金购置
一批拴狗绳， 工作人员发
现遛狗没拴绳的市民免费

发放拴狗绳， 并现场配合
拴好狗狗， 变被动管理为
主动引导。

连日来， 白河国家城
市湿地公园管理处每天出
动 30 多名工作人员，开展
遛狗拴绳专项整治活动。
截至 5 月 21 日， 共劝导、
纠正不文明遛狗行为 80
多起， 发放拴狗绳 50 多

条。通过宣传引导，市民文
明游园意识得到很大提
升， 遛狗拴绳的市民越来
越多， 出门遛狗拴绳的好
习惯正逐渐养成。

白河国家城市湿地
公园管理处呼吁爱狗人
士：“遛狗拴绳， 从我做
起，争做文明市民，共创
文明城市。“

相关链接

《南阳市城市市容和
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二
十八条规定， 饲养犬类等
宠物应当符合有关规定，
不得影响环境卫生。 宠物
在公共场所排泄的粪便，

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立
即清除。 第四十五条规定，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
一款规定的，处 50 元以上
100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草案）》将提请十三届

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其
中侵权责任编 “饲养动物
损害责任”中规定：未对动
物采取安全措施造
成他人损害的，应担
责；能证明损害是因
被侵权人故意造成

的，可减责。 禁止饲养的烈
性犬等危险动物造成他人
损害的，应担责。 ⑤5

本报讯（记者 王陈 通讯员 校炜栋）日
前，记者从南阳机场获悉，5 月 27 日起，南方
航空南阳往返上海、乌鲁木齐航班逐步恢复。

据悉， 南方航空上海至南阳至乌鲁木齐
航线由波音公司 B738/737 机型执飞，航班具
体时刻如下：航班号 CZ6975，09:15 乌鲁木齐
起飞，13：10 抵达南阳；14:00 南阳起飞，16：00
抵达上海。 航班号 CZ6976，17:10 上海起飞，
19：20 抵达南阳；20：10 南阳起飞，00:15 抵达
乌鲁木齐。 按照市场运力安排，5 月 27 日至 6
月 7 日计划每周三、五、七执行该航班，6 月 8
日起恢复至每天一班。 ⑤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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