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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

宣传

环境变化大 市民素质高
—— 市 民 热 议“ 双 创 双 修 ”成 果

本报记者 吴立群

多 名 青 年 被 困 传 销 公 安 民 警 一 网 打 尽

竞赛

慰问

凝心聚力 攻坚克难
争创全国文明城市

市政协委员徐国凤是瓷都晚报社凤姐工作室创
始人、景德镇市爱心志愿者协会会长，曾入选中国

“助人为乐”好人，获评景德镇市道德模范。身兼多
职的她，长期以来一直走在瓷都公益事业的前沿，
关心关注城市的建设与发展。我市开展的“双创双
修”工作，让她感受到了这座城市从内到外的深刻
变化。

徐国凤告诉记者，“双创双修”给老百姓带来了
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首先，城市道路变宽了，打
通了多条断头路，缓解了交通拥堵。现在从朝阳路
到景东大道有了多个选择，缩短了距离，更缓解了
广场北路的拥堵。其次，背街小巷大变样，社区大
翻身。以前去马鞍山社区采访的时候还是破旧的老
房子，如今再去，小区小巷已变得景色宜人。再
次，瓷都处处是风景。美丽的西河湾、昌江百里风
光带、航空小镇、三宝瓷谷等大蜕变……随便一个
地方，都是见证千年瓷都脱胎换骨的印记。

作为一名媒体人，又是一名公益人，徐国凤感
触最深的还是看不见的变化，每个人的文明程度、
对公益活动的热心程度都在不断提升。徐国凤表
示，由她在景德镇地区发起的免费午餐，在2011年
的时候还有很多人不相信、不认可，那时候的她有
点孤单无助，而今，经过七年多的努力，身边汇聚
了一大批的志愿者，他们又带动了身边更多的人加
入志愿者团队，如今瓷都景德镇已经形成了一个强
大的公益磁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氛围正在形
成，公益氛围越来越浓，志愿服务精神正在全方位

提升。
“从免费午餐做到爱心衣橱，从拾穗行动到儿童

安全，我们即将启动快乐瓷娃公益项目，让文明之
花遍布瓷都。崇德向善，是一座文明城市的考核标
准，我们志愿者就是在做着传播爱、传递爱的事
业，这种看不见的变化，是我们瓷都景德镇真正蜕
变的内核驱动力。”徐国凤表示，这种从内而外的变
化是最强大的创建文明城市的力量，她相信瓷都会
越来越好。

1路公交精品线党员示范车驾驶员王多兵，是一
位有着十多年公交车驾龄的“老司机”。多年来驾车
穿行于城市主干道的他，见证了城市道路环境的巨
大变化，用他的话来说，“双创双修”改变了城市的
面貌，提升了城市的品位，增强了瓷都市民的荣誉
感。

王多兵告诉记者，“双创双修”让他直观感受到
的变化就是道路变宽了、环境变美了、秩序变好
了。瓷都大道华风瓷厂一带，原来破旧不堪，道路
坑洼，经过改造以后，就像一个花园，市民出行都
有赏心悦目的感觉，幸福感大大提
升。此外，1路公交车主干道上一些
交通路口进行了渠化改造，增添了
交通设施和交通标志，经常能看到
志愿者开展文明交通志愿服务，行
人素质也跟着上去了，行人闯红灯
的现象已经很少见，礼让行人也成
为广大公交车驾驶员的共识。

近年来，珠山中路、珠山西路、人民广场周边
等都进行了外立面改造，城市的形象品位得到了提
升，王多兵经常能听见外地乘客评价景德镇的变化
很大，城市风格特色鲜明，底蕴深厚，对外地人有
了更强的吸引力。

近年来，瓷都公交事业快速发展，政府将公交
车采购置换计划纳入为民办实事工程，车辆更新为
气电混合或者纯电动车，更加环保美观，车内配备
空调，整洁干净，驾驶员穿着规范，文明有礼，公
交形象大大提升，让乘客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成为
展示城市文明的一扇窗口。让王多兵感受深刻的变
化还有公交站亭的改造提升，沿线的公交站牌都换
成了智能电子站牌，实现了电子报站。候车亭也更
加人性化，有了为乘客提供休息避雨的功能。

王多兵表示，美好的环境带给人美的感受，让
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为之自豪，也会更加珍惜和爱
护“双创双修”成果。今后，他除了继续做好本职
工作，为乘客提供优质服务外，还会在日常生活中
支持创建，做文明有礼的瓷都人。

本报讯（记者 曾刚峰 文/图） 11月2日上午10时许，记者一行驱
车前往乡村办事。当汽车行驶至206国道昌江区鲇鱼山镇地段时，只
见一辆电动车翻倒在马路中间，一名中年妇女趴在路上，头部血流不
止，情况非常紧急。此时还下着瓢泼大雨，受伤妇女全身淋雨，体温
下降，生命受到威胁。

见此情景，景德镇日报社职工何永飞站在大雨中为伤者撑伞挡
雨。记者一边拨通了120急救热线，一边与何永飞将伤者转移至马路
旁，避免造成二次交通意外。

正在这时，肇事方回到交通事故现场，说刚刚是她在拐弯时不小
心刮倒伤者，由于道路是单行线，她只好从前面绕道回来。由于天还
下着大雨，气温又低，记者一行建议立即将伤者抱进汽车内，等候救
护车，尽量让伤者减少痛苦。20分钟后，市急救中心派出的中医院救
护车赶到事故现场，医护人员对伤者进行简单处理后，立即驶向医
院。

看见伤者获救，记者心里的石头总算放了下来，尽管大家全身已
被雨水淋湿，浑身冰冷，但内心非常温暖。

雨 中 救 助 伤 者

近日，珠山公安分局太白园派出所接到上级公安机关通报，称接到一
名自称被困传销组织的男子发出的求救短信。该所高度重视，联合市公安
局和分局多部门，根据男子发出的求助线索，雷霆出击，成功捣毁位于该
所辖区内居民楼的一处传销窝点，解救出两名被困传销人员。

11月29日，太白园派出所接到上级公安机关通报，称一名被困传销组
织的男子发出了求救短信，短信中提到的传销窝点就在该所辖区内。该所
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精干警力参与传销窝点的摸排工作。

11月30日，根据市局和分局的统一部署，该所利用所队联动机制，组
织大量警力，在浙江路附近摸排传销窝点具体地址，同时联合多警种、多
部门进行摸排。民警经过一天一夜的摸排，于当天晚上8点半确定了传销人
员所在具体位置。

随后，该所联系社区工作人员了解住户情况，还通过各种方法联系上
了房东。为避免打草惊蛇，该所民警在附近蹲守了数小时，于当晚11时许
成功进入该传销窝点，抓获传销人员12人，成功将报警求助人员林某解救

出来，同时一并解救了一名被骗传销组织刚3天的受害者周某（18岁，贵州
黎族人）。

经核实，被困传销人员林某，21岁，四川人，数月前被骗入该传销窝
点。刚开始时，其手机、证件都被传销人员没收，团伙还每天安排专人给
其“洗脑”并安排人与其打牌聊天，企图通过“联络感情”留住林某，就
连他如厕均安排人跟随看管。更为严重的是，受害人林某的手机一直被没
收保管，无法向外界求助。11月29日，受害人林某趁其他传销人员思想放
松间隙，用手机向公安机关发出了求救短信。

目前，所有传销人员均被带回。12月1日，珠山公安分局成立专案组侦
办该案。

12月1日下午，专案组对包括被困男子在内的12名人员进行询问、审
查。经审讯，邱某等9人对其指使蒋某等人非法拘禁并使用威胁、恐吓等手
段抢劫他人钱财一事供认不讳。

目前，邱某等9人因涉嫌非法拘禁、抢劫罪已被刑事拘留。

沈文玲 本报记者 万慧芬

本报讯 （尧农安 记者 吴立群
文/图） 近日，我市对中山北路进行
市政道路改造，实施破损路面挖除，
在夯实地面的基础上摊铺沥青，以实
现城市道路的修复。当城市道路改造
至中山北路与新安路交汇处时，由于
路基基础脆弱，压机碾过，导致地下
直径600毫米的水泥供水管道破裂，
水往外泻，市政道路施工被迫停止。

12月3日下午5点左右，景德镇
水务公司管网分公司在接到市政道路
施工项目部的电话后，立即派人赶往
事故地点。在仔细查看了事故情况
后，决定当天晚上8点对破裂管道进
行抢修。

直径600毫米水泥供水主管是第
四水厂输送水源的过河供水管道，和
观音阁水厂输出的直径500毫米铸铁
管道正好在中山北路与新安路交汇处
道路中心交汇，形成一个不规则的

“十”字。当天晚上8时许，挖机挖
开路面后，工程抢修人员拆除了直径
600 毫米水泥供水管道上的两条
300×200钢制件四通后，发现水泥供
水管上有两处破裂，必须对水泥供水

管进行修复。3日夜间下着大雨，工
程抢修人员在事故点上搭起雨蓬。雨
太大，雨蓬无法承受大雨的侵袭，工
程抢修人员放弃雨蓬，直接在雨水中
奋战。当工程抢修到4日凌晨3点，
直径600毫米水泥供水管道破裂处修
复后，又发现该供水管道的下方由观
音阁水厂输送水的直径500毫米铸铁
管存在破裂和漏水情况，需要立即修
复。

该管网分公司当即对工程抢修人
员进行置换，4日凌晨3点左右，另
一组工程抢修人员接着进行抢修。在
修复的直径600毫米水泥供水管道的
基础上，再往下深挖1米多，发现观
音阁水厂输送水的直径500毫米铸铁
管有两处破裂，一处破裂正好在直径
600毫米水泥供水管的正下方，给铸
铁管修复增加了难度。工程技术人员
和施工工程队克服重重困难，攻克技
术难题，连续奋战16个多小时，直到
4日中午12时，终于完成管道抢修任
务，实现供水，为用户解了难题，也
为市政道路施工赢得了时间，受到市
民的交口称赞。

雨 夜 抢 修 供 水 管 道

本报讯（记者 甘牧 文/图） 12月1日上午，昌
江区消防大队联合新枫街道，在该街道谭家山社区
举办了灭火器发放仪式。

工作人员向住在老旧民房内的居民免费发放了
灭火器，为他们详细介绍了灭火器的使用方法。工
作人员还向居民发放了安全生产知识手册。当天上
午共有20余位居民现场领取了灭火器。此次活动
将为居民发放1000只灭火器。

本报讯 （记者 甘牧）近日，珠山区新村街道
百眼井社区党委、综治协会、计生协会等部门和昌
虹社区分别开展了《安全生产法》宣传。

社区通过宣传栏、黑板报、电子显示屏等多种
形式，向居民宣传《安全生产法》相关内容，同时
向商户和居民发放了《安全生产法》手册以及消防
环保袋并开展了禁燃烟花爆竹知识宣传。

本报讯 （夏丽云 记者 甘牧）近日，“一点公
益”爱心志愿者和珠山区太白园街道戴家弄社区志
愿者共同来到辖区困难老人和儿童家中，为他们送
上关爱和温暖。

志愿者们把根据他们的尺码买来的棉被、棉
衣、棉鞋以及大米、油、面、牛奶逐户送到他们
家中，还为小朋友们送上了学习用品。有的志愿者
还带着自己的孩子上门看望老人和孩子们，为他们
送去了浓浓的关爱。

本报讯（方红英 记者 查艳） 12月3日，珠山
区新村街道中路社区组织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辖
区范围内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禁燃烟花爆竹宣传活
动。

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通过向辖区居民和商户
发放《致居民的一封信》、悬挂宣传条幅、张贴倡
议书等形式，向居民宣传禁放烟花爆竹的意义，让
更多居民增强环保和安全防范意识。

本报讯 （汪志萍 记者 甘牧） 12月4日下午，
珠山区太白园街道曙光村社区在街道妇联的指导
下，开展了一次普法宣传活动。

社区组织巾帼和计生协会志愿者，向居民发放
相关资料，聘请律师向居民普及法律知识。社区还
开展了现场咨询活动。此次活动共发放法律宣传资
料100余册，解答相关法律疑问20余条。

本报讯（叶琴）近日，珠山区昌河街道梦园社
区在辖区内开展了反邪教宣传活动。

社区通过悬挂横幅、LED显示屏、摆放展板、
发放宣传材料等方式，向居民讲解邪教的危害，教
育他们远离邪教，自觉抵制邪教，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

本报讯 （胡必成 记者 吴立群 文/图）近日，
昌江区新枫街道持续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切实
做好火灾防控工作。

该街道安监站制作发放了消防安全宣传手册并
张贴禁放烟花爆竹通告。该街道督促各村、社区和
有关单位做好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管理工作。此外，
该街道安监站还对辖区内烟花爆竹销售点进行安全
隐患排查，下达停售整改通知，深入细致地做好禁
燃工作宣传，确保取得实效。

本报讯（赵丹丹 记者 查艳）近日，昌江区城
管执法局举办了一次名为“学习新条例，履行新使
命”的党纪法规知识竞赛。

通过知识竞赛，在全局迅速掀起了学习党章党
纪、遵守宪法法律的热潮，进一步增强了广大党员
干部职工的纪律意识、底线意识、规矩意识和廉洁
从政意识，让全体干部职工懂得要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勇于担当、奋发有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