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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语 运城盐湖作为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一，不仅是镶嵌在三晋大地上的一颗璀璨明珠，也是全
省、全市重要的自然资源、生态资源和文化资源。一直以来，在我们的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不计名、不计利，只缘
于对盐湖的热爱，数十年如一日，寒来暑往，为守护盐湖、保护盐湖默默奉献，为盐湖的生态环境保护付出了很多，但
他们的故事却鲜为人知。

即日起，本报与“华夏盐湖”微信公众号同步开设“寻找最美盐湖守护者”专栏，通过文字和镜头，让更多的人了解
盐湖守护者们的感人故事，通过榜样的力量，吸引更多的目光关注盐湖生态环境保护，引导全社会自觉参与到盐湖的
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中来，为建设美丽盐湖而共同努力！

欢迎社会各界积极推荐“最美盐湖守护者”人选。征集电话：0359-6363200 邮箱：ns2628240@163.com
扫码关注“华夏盐湖”

微信公众号

一个人，一间房，一张床，一片湖，一群
鸟，一辆半旧的电动自行车，这就是盐湖野生
动物巡护员马红义的“标配”。

每天 30 多公里路的巡护，他一坚持就是
8 年多，总行程超过 6 万公里，他用执着和深
情守护着盐湖这片鸟儿的天堂，这就是“最美
盐湖守护者”马红义的平凡生活。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近马红义，一起听
听他和鸟儿的故事。

“鸟大王”马红义

运城盐湖阡陌纵横，环绕盐湖的数十平方
公里湿地常年栖息着上百种鸟类。家住董家庄
村的马红义就生活在盐湖岸畔。2015年以前，
他常常利用闲暇时间在盐池中打捞“盐水虫”
补贴家用。“常年在盐池里跑，见得最多的就
是各类鸟儿，当时虽然没有刻意去保护它们，
但看到有人伤害鸟、捡鸟蛋，我都会去制止。”

2014 年冬季的某一天，像往常一样在盐
湖里打捞“盐水虫”的马红义发现盐湖里来了
4 只不一样的鸟。“刚开始我也不知道这叫火
烈鸟，看到陆续有人拍照，我就跟他们聊了起
来，才得知这是火烈鸟。后来中央电视台也
报道了，我就觉得这对运城来说是件好事，就
想着一定要保护好它们。”

随着媒体报道的增多，从全国各地来到
盐湖拍摄火烈鸟的摄影爱好者日渐增多，随
之而来的各种问题也慢慢出现。“每天在盐湖
周边和各条通往盐湖的小路上，随处可见疾
驰的车辆和众多扛着‘长枪短炮’的摄影爱好
者对这些火烈鸟围追堵截，本来鸟儿们就怕
人，这样一来，严重影响了鸟儿的正常生活，
周边的很多农田也跟着遭殃。”看到这一幕，
马红义非常气愤。

火烈鸟体型修长，翅膀下面的羽毛呈红
色，当它张开翅膀倒映在湖面上的时候最为
美丽。为了拍摄到火烈鸟展翅的照片，个别
摄影爱好者便通过大声呼喊或者用飞行器驱
赶的方式，惊吓、干扰它们。

这些现象让生性耿直的马红义看到后，
就盘算着一定要管一管。每次遇到这类情
况，他总会不厌其烦地上前跟这些摄影爱好
者沟通，让他们别靠得太近，不要惊扰这些火
烈鸟的正常生活。“大多数人素质是很高的，
但也有个别人就是不听劝，他不听劝我就不
让他拍。”马红义说。

渐渐地，马红义的名字在摄影爱好者和
周边村民之间“撂响”。“拍鸟找老马！”“拍鸟
不能随便赶鸟，要尊重鸟儿的自然生活。”“不
能随便捡鸟蛋，更不能毒鸟害鸟！”除此之外，
大家还戏称“马红义就是‘鸟大王’，只要是关
于鸟儿的事情，都得马红义说了算”。

靠着这么一股子拧劲儿和一身正气，马
红义不仅跟很多摄影爱好者成了朋友，从摄
影爱好者跟前学到了很多关于鸟类的知识，
还跟这些摄影爱好者自发组建了“火烈鸟拍
摄微信群”，通过发布各类“温馨提示”，逐渐
规范拍摄行为。

同时，马红义还协调村民整修了通往盐
湖的路，虽然很窄，但很平整；把盐湖垄上的
路也作了平整。此外，他还购置了三轮车，免

费接送拍鸟人，让拍鸟、爱鸟成为良性循环。

“鸟专家”马红义

狭长分布的盐湖东西长 30 公里，南北宽 5
公里左右，总面积达 132 平方公里，要在这么大
的范围内保护火烈鸟，首先得摸清它们的活动
区域，弄清它们的生活习性。

马红义根据自己多年在盐湖劳作的经验，
悄悄跟踪观察火烈鸟，记下火烈鸟在盐湖驻留
的区域。同时，找人查资料，研究火烈鸟在盐湖
的饮食情况。

渐渐地，火烈鸟和马红义之间建立起了默
契，马红义靠得再近火烈鸟也不怕他。火烈鸟
几月份来运城，几月份飞走，喜欢在哪片水域活
动，哪片水域有几只，他心里都有数。

时间长了，鸟儿也成了马红义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每年 10 月份到第二年 4 月份火
烈鸟在盐湖水域活动期间，也是马红义最开心、
最忙碌的时间。

每天早上一起床，马红义第一件事便是骑
上自己的电动自行车，围着湖边转一圈。一路
上走走停停，看看哪里的路该修了，哪里多了鸟
蛋，哪里新来了摄影爱好者，哪里有受伤的鸟
儿……“累了我就坐下来歇歇，饿了就吃块馍
馍，看看这些鸟儿的生活。”这样的巡护，马红义
每天要跑两趟，但他乐此不疲，再冷再冻也没有
间断过一天。

“火烈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主要分布在
非洲、中亚、南亚等热带亚热带地区。”“这是长
腿鹬，腿是粉红色的，眼睛是红色的，喜欢在泥
滩和芦苇丛的浅水中觅食。”“远处的叫遗鸥，喜
欢在咸水湖和碱水湖中生活，繁殖期在 5 月初
至 7 月初，10 月份南迁。”……谈起盐湖里的鸟
类，马红义两眼发亮，滔滔不绝，简直就是一个
鸟类专家，村民们更是戏称“鸟儿都认识他”。

巡护员马红义

2018 年冬天，6 只火烈鸟忽然失踪了一只，
这下把一直守护在火烈鸟身边的马红义急坏

了。他马上联系各个爱鸟群，发动全国各地
摄影爱好者寻找这只失踪的火烈鸟，终于在
一位宁夏网友的帮助下找到了这只离散的火
烈鸟。看到失散的火烈鸟归来，马红义的眼
角竟然湿润起来。

2019 年冬天，马红义在巡护时发现一只
被野狗咬伤的灰鹤在浅滩里挣扎，他不顾冰
冷的湖水，下到水中救下灰鹤，亲自给灰鹤包
扎上药。晚上怕灰鹤冷，他就把灰鹤放在自己
的棉被里；怕灰鹤饿，就专门买了肉丝喂它；
怕灰鹤体力不支，就给它喂奶粉。就这样，马
红义陪着灰鹤度过了一周多的时间，看着灰
鹤重新展翅飞翔，马红义也长舒了一口气。

2019 年，为了给火烈鸟和各类鸟儿提供
一个更舒适的生存环境，运城市盐湖生态保
护与开发中心出台了专门的规定，不仅严厉
禁止私人打捞“盐水虫”，加大了对自然保护
区的巡逻力度，对非法捕猎行为进行严惩，还
对火烈鸟的生存与繁殖动态进行持续关注，
与马红义、摄影爱好者及周边村民合作，共同
推进保护野生鸟类工作。

2019 年，马红义被盐湖区林业局正式聘
请为“野生动物巡护员”。“跟这些鸟儿在一起
的时间长了，就能感觉到这些鸟儿跟人是一
样的，都是有灵性、有情感的，所以我每天都
要看看它们，不然心里不踏实。”马红义说。

从 2014 年自发保护鸟类到如今担任“野
生动物巡护员”，马红义这一坚持就是 8 年
多。在此期间，他一个人住在盐湖边一间只
能放一张床的平房里，拿着几千元的年薪，每
天骑着他那辆半旧的电动自行车，走在熟悉
的阡陌上，看着鸟儿自由飞翔，听着鸟儿为他
鸣唱……这些都让马红义觉得快乐知足。

如今的盐湖水域，不仅是火烈鸟越冬的
天堂，还成为天鹅、灰鹤等候鸟在我国北方地
区的主要越冬停歇地。在这里，各种水禽、野
生鸟类共有 200 多种，其中黑鹳、大鸨、遗鸥、
海雕、丹顶鹤等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动物
就有 40多种。

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许许多多个“马红
义”的默默守护与忘我奉献。

“ 鸟 儿 都 认 识 他 ”
——记盐湖野生动物巡护员马红义

本报记者 韩维元

本报讯 连日来，永济市城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法队严格对照文明城市创建各项
任务分解，大力整治乱贴小广告、乱停乱
放、占道经营等行为，确保各类违法、违章
行为不反弹，为辖区居民营造整洁、舒适的
生活环境，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消除“牛皮癣”顽疾。该队持续强化城
市管理法律法规宣传，加大执法巡查力度，
加强夜间蹲守查处，集中对各类小广告作
了清除，共清理小广告 600 余条，有效治理
和打击了“城市牛皮癣”。同时，呼吁广大
市民群众自觉抵制、积极举报，共同创建亮
丽整洁的城市环境。

规范“乱停放”行为。该队不断强化辖
区城市道路主干道沿线非机动车停车秩序
管理，对占用人行道及盲道的违停车辆依

法进行整治，将乱停乱放非机动车集中归
位，统一摆放整齐，进一步营造安全、有序、
畅 通 的 道 路 交 通 环 境 ，共 规 范 各 类 车 辆
1000 余辆。

纠正违章行为。该队积极开展巡查整
治，对挖掘城市道路、占用道路堆放建筑材
料等违章行为进行集中整治，积极联系负
责人采取相关措施督促整改，保障城市道
路畅通安全，坚决杜绝“围而不建，围而缓
建、围挡延期”等现象的发生。截至目前，
共整治 20余起。

取缔占道经营。该队采取以疏治本、
划行规市、规范经营、宣传教育等方式，劝
导清理占道物品，督促退回店内经营，逐步
提高市民自觉参与城市管理意识，共同营
造宜居的城市环境。（皮海峰 张春红）

永济：整纠结合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本报讯（记者 张俊瑛）为持续深化
“党建来敲门，幸福进万家”主题服务，提高
广大居民对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的
知晓率、支持率、参与率，盐湖区姚孟街道
天茂城社区于近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辖区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启动仪式上，盐湖区姚孟街道天
茂城社区党支部书记邢明丽宣读了盐湖区
委组织部《关于开展“我是党员我先行，共
创文明新家园”活动的通知》，党员志愿者
们面对党旗宣誓，表示志愿投入文明城市
创建活动，广泛发动群众，传播文明理念，

带头树立新风正气，自觉抵制不文明行为，
尽己所能，服务社会，为建设生活更美好、
人民更幸福、环境更优美的幸福家园增光
添彩，为创建文明城市贡献力量。

活动中，党员志愿者深入小区内发放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群众满意度入户调查
问卷》。每到一户，党员志愿者们耐心指导
居民填写调查问卷，并认真向大家宣讲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重要意义。在走访调查
中，大部分受访居民对我市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表示支持，并对我市创建工作提
出了合理化建议。

天茂城社区深化“党建来敲门，幸福进万家”主题服务

我是党员我先行 共创文明新家园

本报讯 喜看家乡巨变，点赞乡村振兴。近
日，由来自全国 29 所大学的 71 名芮城籍返乡大学
生参赛的“青春兴芮，‘芮’不可当”征文和视频、摄
影大赛圆满结束。征文活动共收到 67 篇文章，从
中评比筛选出了 10 篇优秀文章，并评出了 3 个奖
项，山西财经大学学生胡子涵参评的《以身许芮，
芳华无悔》荣获一等奖；视频、摄影大赛收到 17 件
优秀作品，来自山西应用科技学院的张钰哲小组
拍摄的短视频拔得头筹。

为进一步深化县校合作，芮城县委宣传部联

合团县委于今年暑假期间开展了“青春兴芮，
‘芮’不可当”研学活动，研学线路涵盖了该县新
农村建设、红色教育和国情教育基地中的党员
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基地，旨在让芮城籍返乡学
子更加深刻地认识家乡变化，加深其对家乡的
认同感和归属感，引导其反哺家乡，做好家乡的
宣传员，讲好芮城故事。

在结合研学活动延伸开展的主题征文和视
频、摄影大赛中，广大芮城籍学子用自己的笔触
和镜头，发出了“以身许芮，芳华无悔”“青春兴

晋，芮城有我”“历史超千载，芮图今已盛”等充满
青春激情的话语，描写了家乡的历史、美景、美食，
诠释了“家乡是深情归途”的赤子之心，发出了“将
青春热血洒在家乡”的壮丽誓言。家乡的历史更
加厚重，景色更加秀美，家乡的人儿更加可爱……
结合主题活动在抖音平台上发起的“青春兴芮，

‘芮’不可当”主题挑战中，“青春兴芮，‘芮’不可
当”主题短视频播放量超过了 10 万次，使更多的
网友通过视频更加直观地看到了“大河仙境，风度
芮城”的丰姿。 （张继红 张学晋）

芮城组织在外学子感悟家乡巨变讲好家乡故事

本报讯 今年以来，闻喜县河底镇合阳村聚
焦“56454”目标，细化、量化具体指标体系，建账销
号、逐条过筛，夯实“五面红旗”示范村创建基础。

围绕“5 好”要求，助力党建示范。坚持党员
干部带头，参与疫情防控、防汛、人居环境整治等
中心工作，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全面提高了群众对
党员干部的认可度。

围绕“6 化”要求，助力产业兴旺。实施高标
准农田建设项目 1300 余亩；发展辣椒、红薯、大葱

等经济作物 200 余亩；实施辣椒烘干扶贫车间
项目，延伸产业链条，增加集体收益；实施樱桃
观光采摘园项目，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

围绕“4 美”要求，助力生态宜居。积极制
定村庄发展 10 年规划，水、电、路、网等公共设
施日臻完善。今年以来，结合农村人居环境“六
乱”整治工作，动用大型机械两台，清理残垣断
壁 4 处，清理垃圾 1000 余立方米。同时，创建

“五美庭院”5户，其中镇级 1户。

围绕“5 到位”要求，助力乡风文明。高标准
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乡村文化礼堂、村史馆
等，打造乡贤文化墙、德孝文化墙等，还将村史写
进了村歌，全村文化底蕴深厚，文化氛围浓厚。

围绕“4 健全”要求，助力社会治理。积极构
建“党支部建网、党小组进网、党员入格、群众参
与、共治共享”一张网工作格局，聘用专职网格员
参与管理，并结合中心工作及时更新“村规民约”，
提升村庄治理水平。 （杨伟炳 刘柯瑞）

闻喜合阳聚焦“56454”创建“五面红旗”示范村

本报讯（记者 南 辽）9 月 8 日，我市女性
文化学堂在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正式开课，首
场插花讲座迎来 60余名学员。

课堂上，古典插花培训讲师冯益萍以“以爱
之名，用花点缀心情”为题，为大家讲授了选花、
养护、颜色搭配、造型等艺术插花技巧，并现场
演示插花的步骤和技巧等。在老师的详细讲解
和耐心指导下，大家认真挑选，发挥想象力，根
据不同的花材、颜色进行搭配剪裁，用自己灵巧
的双手将原本普普通通的花材经过修剪、整枝、
搭配，插出了一个个风格各异的花篮。

据了解，此次女性文化学堂由市妇联主办，
运城龙翔高级技工学校承办，以全市广大妇女

群众为服务对象，共举行 10 场。讲座内容涉及
插花、瑜伽、茶道、形象管理等，旨在充分发挥女
性独特作用，培树终身学习理念，提高综合素
质。截至目前，各界妇女群众报名参与者已达
500余人，

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李雯表示，近年来，
市妇联始终立足引领联系服务职能，多层次、多
角度开展“我为妇女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希
望以女性文化课堂为载体，让广大妇女能在快
节奏的工作中释放压力、放松心情，以更加饱满
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中，让巾帼建功与运城
高质量转型发展同频共振，争做新时代女性，争
做努力奔跑的时代追梦人。

市妇联举办女性文化学堂系列讲座

本报讯（记者 乔 植）近日，在芮城县行
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开展的新一期“政务微课堂”
上，该局党组书记、局长任百安以“学习百年党
史 立足服务职能 打造审批窗口群众满意好
形象”为题给全体党员干部作了一场党史学习
教育宣讲，在局党支部营造了“学党史、悟思想、
办实事、开新局”的浓厚氛围。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芮城县行政审批
服务管理局结合实际，坚持“规定动作”与“自选
动作”相结合，创新打造多元党史学习教育模

式，通过创新服务方式，统筹推进延时服务、预
约服务、帮办代办服务、全程跟踪服务等 13 项
举措，实现了服务受理零推诿，服务方式零距
离，服务事项零积压，服务质量零差错，服务结
果零投诉“五零”目标。

下一步，该局将继续开展特色鲜明、形式多
样的学习教育，通过“讲、传、学、用”推动党史学
习教育全覆盖，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放管服”
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等工作中以更高标准、更严
要求持续推进，确保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芮城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创新服务方式 打造“五零”目标

本报讯 “这次有县纪委监委帮我们联系
的无人机喷药，省时省力高效，又有专家现场指
导，效果更让群众放心……”近日，在临猗县北
景乡罗村党支部书记胡建国身后不远处，6 台
植保无人机在空中来回穿梭喷洒农药，为整片
玉米开展防虫防病航化作业。

自“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开展以来，
临猗县纪委监委持续跟进帮扶包联村工作不止
步，送理论、送政策、送技术未间断。其间，结合
罗村玉米种植面积大的实际情况，经多次与临
猗县农业农村局沟通和多方争取，临猗县纪委
监委为罗村联系到了玉米重大病虫害统防统治

项目。9 月 8 日至 9 日，伴随着“嗡嗡嗡”的飞行
声，植保无人机在罗村玉米地上空均匀喷洒，全
自动作业。本次对罗村 400 余户近 3000 亩玉米
地进行喷洒作业，最大限度降低了人工成本，提
高了红蜘蛛等病虫害防治效果，有效帮助农民
增产增收。

群众无小事，点滴总关情；帮扶不止步，助
力不停歇。下一步，临猗县纪委监委将切实从
群众最直接、最关心、最现实的需求出发，全力
解决群众在农业生产上的烦心事、揪心事，进一
步将“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压实压紧，助
力乡村振兴。 （师田茹）

临猗县纪委监委

持续帮扶不止步 乡村振兴再加力

本报讯 今年以来，闻喜县立足县域农业
特色，聚焦果蔬、药材、粮油等产业发展需求，积
极对接高校专家团队，通过“技术输入+产品外
销”的形式，实现农业转型升级，促进农民增收。

一是科研助力，与山西农业大学合作生物
熏蒸控制山楂土传病虫害技术，使 40 多亩山楂
试验田土壤得以改善，土传病虫害防治效果达
80%，为该技术全面推广奠定了基础。二是师
资共享，与山西运城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共
建“养生药茶大健康”专家工作站，通过学院专

家定期入企开展技术培训，实现药茶品质提升，
营养价值突破，开发出更多药茶新品种，如皇
菊、金丝皇菊、杂交代用茶等。三是基地赋能，
建立高校农产品供应基地，定期为农户提供生
产技术指导、销售渠道对接、市场供需研判、品
牌塑造推介、电商平台培训等服务。

截至目前，该县已与北京大学、山西农业大
学等高校合作，将闻喜面粉、小米、三季梨等产
品陆续销往北京、兰州、长春、济南等地，创收
120万余元。 （申翱杰）

闻喜：高校引智助力“三农”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9 月 13 日，垣曲县人社局开展县
校合作·大学生创业就业政策宣传活动。此次
活动结合县校合作大学生就业创业基地建设的
工作要求，旨在精准把握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需求，竭力为他们就业创业创造条件、增添助
力、搭建平台。

此次活动主要对高校毕业生创业补贴政

策、就业岗位进行宣传，共发放就业创业政策宣
传页、公共就业服务招聘岗位介绍等宣传材料
1000 余份，吸引周边群众到场了解咨询。

下一步，垣曲县人社局将继续紧抓县校合
作机遇，吸引聚集县域优秀人才，为其营造良好
的就业创业环境，共同推动该县大学生就业创
业基地建设。 （车梦晓）

垣曲县人社局

开展政策宣传活动 提升就业创业合力

马红义在介绍盐湖周边鸟类分布情况 本报记者 韩维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