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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为了种菜剥树皮，太不

道德。 ” 4月 20日，有热心市民反映，

在观山湖区一小区的山坡上，有人为

开垦山坡种菜，狠心将周围的大树剥

皮，希望相关部门能重视。

14 时许， 记者来到市民反映的

位置———中天帝景传说与中铁逸都

国际小区相邻的山坡，种菜的山坡离

中铁逸都 A5 车库入口处的道路有

四五米高， 路上一股臭味扑面而来。

从路上看下去， 山坡被开垦种了生

菜、胡豆、玉米等，旁边有几个大桶，

装的全是粪水。

菜地周围是一片茂密的树林，树

干有碗口粗细， 粗的近 10 厘米。 其

中， 有 20多棵树靠近根部位置惨遭

剥皮，有的甚至是被环剥，光秃秃的

呈现亮黄色；有的还有明显砍过的痕

迹；甚至有几棵比较细的树木，直接

被砍断，与旁边其他完好的树干形成

鲜明对比。

“种菜就算了， 还把树的皮都剥

了， 好像是我们这边的人翻过去种

的。 ” 树会挡阳光，剥了皮慢慢就会

死， 好种菜， 但这样做真的太可惜

了。 ”“这里本来就是个山坡，树死了

可能还会造成垮塌。 ”看着这些伤痕

累累的树木，市民纷纷谴责。

“你看嘛，以前车库那里可以翻

过去。 ” 路过的饶女士指着菜地旁中

铁逸都国际小区 A6 车库外的围墙

说道， 围墙外有木板做成的临时梯

子，梯子旁放着雨靴、锄头等。记者到

车库内看到， 围墙原本有一米多高，

墙上还有泛黄的泥土，在围墙的上方

又被围了一米多，有“禁止翻越 后

果自负” 的提示。

为了确定种菜将树剥皮一事，是

哪个小区的居民所为，记者联系了中

铁逸都国际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表

示，2 月份有多位居民反映此事，当

时被剥皮的树只有几棵。为了大家的

安全，他们第一时间将翻越通往山坡

的围墙封闭。山坡属于中天帝景传说

小区，不排除该小区的居民在里面开

垦种植。

随后，记者又将此事向中天帝景

传说小区物业反映，D 区负责人李萌

钰带记者到现场查看得知，种菜的两

处位于 C5 栋和 D8 栋之间的山坡。

由于小区一楼有私人花园，外人不能

进入，只有通过房内才能查看是否有

通往山上的道路，但住户不在家。 李

萌钰联系了 C5 栋三单元一楼的住

户，其提到，以前看到过中天帝景传

说小区的住户翻过来种菜。

李萌钰也表示，之前并没有接到

居民举报，但山坡在小区范围内。 他

们会立即与居委会联系，进一步进行

排查，对树木进行保护，避免再有人

上山种菜，毁坏树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成

虹飞 实习生 杨青）

只为开垦山坡种菜

观山湖一小区 树木惨遭剥皮

被剥皮的树木

被毁掉的草地

本报讯 4 月 19 日，贵阳晚报小

记者团走进镇宁县募役镇，开展周末

精品户外研学。 当地樱桃恰是盛熟

期，小记者们在连片的果园里品摘樱

桃， 跟着果农挥动锄头体验农耕种

植。

在漫山的樱桃园里，小记者和家

长们边摘边尝，比果子的大小、酸甜，

攀枝爬坡互相协作；当地果农在林下

空地上，手把手教会小记者如何使用

锄头挖坑、播种、浇水，种下一株株向

日葵； 随团晚报摄影记者上山前，给

小记者们培训了摄影基础尤其是手

机摄影，并鼓励小记者学会用“第三

只眼”去观察身边的事物。

“孩子种向日葵刨得最认真，玩

得都不想回去了” ，为明小学一年级

艾燃的妈妈黄梦说， 自己也是老师，

被疫情隔离的太久，和孩子一样特别

向往这种户外的亲子活动，既能随心

地玩耍又能在玩乐中收获知识。

据悉，接下来，贵阳晚报小记者

团还将组织采茶、植树等系列探春的

研学活动，持续见证小记者的成长之

路。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志红）

本报讯 4 月 20 日早，40 多名施

工工人在南明区五眼桥上，如火如荼

地进行桥梁拆除前期准备工作，桥梁

护栏已全部拆除，一辆挖机利用破碎

头正在桥面进行凿孔，割断梁片间连

接杆……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现场施

工负责人王燕军说：“4 月 18 日开始

进行桥梁拆除前期准备。 4月 21日，

桥梁正式启动拆除施工。历时半个月

左右，预计 5月上旬将拆除完毕。 ”

记者在现场看到，桥梁两头均已

全部封闭。 为让周边市民早日知晓，

城管部门和施工单位已于 4 月 14

日在多个区域张贴出“公告” ：五眼

桥新桥已修建完成， 人员可正常通

行。 计划进行老五眼桥拆除施工，望

市民通行走五眼桥新桥。

王燕军介绍， 早在 2019 年初公

司在此修建人民大道南段时，老五眼

桥就已经封闭， 不允许机动车通行，

仅限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过。这座已近

60 年的混凝土结构老桥， 目前共有

两墩两桥台，承压力已不能满足现在

需求，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由于桥梁位于南明河上方，属于

水源保护区域，桥梁拆除施工就要非

常“讲究” ，不能污染水源。

“相比一般爆破拆除，这座近 40

米的桥梁拆除要求更加精细化，耗时

相对要长些。 ” 王燕军介绍，桥梁拆

除共涉及每片 12 米长、13 吨重的 30

片小箱梁，为确保不污染南明河。 先

通过桥面施工将桥梁钢筋拉杆切断，

便于小箱梁的分片拆除。然后用吊车

一片片吊起来，装入加长型重型拖车

中，利用晚上时间运送出去。

“五眼桥的拆除，周边关注的老

百姓很多，为了尽快拆除，减少影响。

公司安排了 10 多名专业的拆桥工

人，将 24 小时轮班作业。 ” 王燕军

说。 桥梁拆除完毕后，将恢复两侧 80

至 100米的沿河绿化带。

施工现场，2 台吊车和多辆运输

车辆已全部到位，施工单位已为正式

启动拆除施工做足准备。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 薇）

4月 21 日，南明河上又一座老桥正式启动拆除

贵阳老五眼桥将退出历史“舞台”

4 月 20 日早 10 点过，太慈桥 56

岁的魏萍从玉田坝买完菜，准备回家

时，她驻足在桥上看了看正准备拆除

的“老五眼桥” 。

“我很小时，这座桥就存在了，

可以说和我同岁， 有着不一样的感

情。 ” 魏萍说。 一直住在附近的她，

每天都要通行五眼桥， 在她印像中，

每早是五眼桥最热闹的时候，往返通

行的人太多，大家都挤在 1 米多宽的

人行道上， 加上桥上的小摊小贩，有

时候挤得没办法，只能直接走到车道

上，经常发生交通拥堵。 后面桥面有

开裂，护栏还用木板加固过，通行也

很危险。

家住火车站附近、60 岁的熊华

看到朋友发的微信， 说五眼桥要拆

除，一大早他就跑到桥头处，想再看

看这座老桥。

“五眼桥终于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了。 ” 熊华说，别看这 40 米不到的

五眼桥，可是连接太慈桥、玉厂路、解

放西路、桃园路等道路的重要连接通

道，以前人车都可通行。

“几年前，这座桥因梁体的混凝

土破损等，进行过改造，禁止机动

车通行。 一直以来，这里脏乱差也

比较严重，老百姓早就盼着能修一

座新桥通行。 现在新桥的环境、面

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熊华

说。

“五眼桥之所以叫这个名称，就

是因为它有‘五个孔眼’ 。 ” 在这里

生活了近 50 年、 在桥头做生意的赵

忠德说， 后面由于道路改建等原因，

“五眼桥” 就变成了三个孔眼，另外

两个孔就消失了。

“印像深刻的就是 1998 年那次

洪灾，五眼桥全部淹没了。 桥面上的

水足有 1米多深。 ” 赵忠德说。

“时间长了，这座桥也慢慢成了

危桥， 桥头做生意的 10 多家商户也

盼着新桥早日建成。 ” 赵忠德说。

记者在新桥看到，人行道足有 4

米宽， 桥面单幅含人行道就有 16 米

宽。而老五眼桥宽度仅有约 10米，其

中包括约 1.2米宽的人行道。

直到当天中午 12 点半左右，仍

然有市民前往老五眼桥，用手机拍摄

下这座老桥最后的身影。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 薇

■市民声音

为贵阳交通变化“点赞”

本报讯 作为贵阳乃至全省研学

旅行的先行者、践行者、传播者，贵阳

晚报小记者团本周起正式开启社区

巡回招新答疑会（在天河潭、多彩贵

州城极地海洋世界等景区门口也摆

放在宣传展架），同时要在条件成熟

的社区建立贵阳晚报小记者站了。

贵阳晚报小记者团是全国报业

小记者联盟中的一员， 与全国 30 多

个中小城市媒体记者团有着紧密的

联系。由贵阳晚报小记者团精心打造

的“观天探地·贵州天眼” 研学线路

被中国报业协会、中国报业小记者联

盟评为 2018年中国报业十大精品研

学线路。 在贵阳市教育局、市文明办

和各中小学校的大力支持下，贵阳晚

报小记者团不断壮大。先后有包括省

府路小学、 北师大贵阳附属小学、观

山湖外国语实验中学、北京第二实验

小学贵阳分校、 贵阳市第二实验小

学、第三实验小学、会展城二小等 19

所学校成为小记者团建站学校大家

庭中的一员。

目前，贵阳晚报小记者已发展到

近 4000人。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孙维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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