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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病致贫户的新日子

昌江讯（阮新蕾 夏子俊 文/图）
漫步西山路附近的联想主题公园，
你会发现一座“特殊”的建筑，它
面积不大，“隐藏”在平坦宽阔的草
地旁，但美观的玻璃门构造显示出
它的与众不同，建筑上方的彩色

“5th space”标志十分醒目。如果不
走进去，你绝不会发现这竟然是一
座公厕。没错，这就是由昌江环卫
倾力打造的“第五空间”公厕。

这座“第五空间”占地约120平方
米，步入其内，眼球立马会被入口处
的取纸机抓住，智能人脸识别技术竟
然运用到公厕中！人们只需将脸对
准摄像识别区，不出3秒，机器下方就
能自动吐出纸巾，这就是“第五空间”
提供的便民化服务之一。

公厕内部设置了男厕所、女厕
所、第三卫生室、管理间、工具间
五个房间。区别于普通公厕，“第
五空间”设施处处体现着人文关
怀的理念。安装在厕所内部的空
调、高低两个洗手台、厕位自动
感应冲水装置，都为人们提供了
一个舒适的就厕环境。第三卫生
间专为老残及妇幼所设，内部包
括无障碍成人坐便位、有婴儿台
功能的多功能台、儿童安全座椅、
安全抓杆等贴心设施。无论身处哪
个厕位，都是明亮整洁无异味的，
与以前脏乱差的厕所相比，有着天
翻地覆的变化。

“第五空间”一改公厕以往的形
象和只能解决内急的单一功能，设
置了便民休息室，电子广告台、自
动饮水机、手机充电台、报刊展示
架、饮料自动贩卖机、桌椅、擦鞋
机等一应俱全，WIFI全覆盖，轻触

电子广告台屏幕就能连接视频播放
平台看电影，进入新闻门户网站随
时阅读最新新闻。

外观高大上，体验效果如何？
采访中，笔者体验了一把。果不其
然，厕所的内部干净、明亮，洗手
池更是方便整洁，给人一种特别放
松、清爽的感觉。

采访中，不少出入“第五空
间”的市民对如厕的舒适性给予高
度评价，“没上过这么干净的厕所，
一个字，爽！”

像这样的“第五空间”，昌江区
有两座。另一座位于龙井路，公厕
面积大小、建筑格局与联想主题公
园内的公厕类似。

就“第五空间”建设理念，“第

五空间”建设方北京环卫集团景德
镇京环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办公室主
任丁顺国说，“我们这个‘第五空间’
主要是遵循人文理念以及环保设计
理念，为往来市民最大程度地提供
方便。”丁顺国介绍，“第五空间”
公厕实际上是打造除家庭、工作、
休闲、网络空间外的“第五空间”，
重新定义了公厕这一概念。

谈到建造“第五空间”的初衷，
昌江区环卫局局长徐德顺谈到，“市
民出行时会有在外上厕所的需求，但
是以前的公厕总逃不开‘脏、乱、差’。
为了改善这一状况，我们外出学习经
验，引进了‘第五空间’，不但满足居
民日常需求，还提升了市民的文明
素质，成为昌江区一道新颖靓丽的

风景线。”
“第五空间”的推广和使用，大

开“方便之门”，解决“后顾之
忧”，给广大群众带来了方便、舒
适、温馨的如厕体验。未来，昌江
区将继续加大公益性服务设施的建
设力度，建造更多的“第五空间”，
为市民提供更多便利。

高大上！

昌江区打造“第五空间”让“方便”更方便

位于联想主题公园的“第五空间”

“第五空间”的便民空间。

厕所内部洗手台。

市民使用取纸机。

昌江讯 （徐鑫鑫） 昌江区“万
步有约”健走激励大奖赛启动啦！
近日，昌江区政府办下发《昌江区
2019年“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奖
赛实施方案》，来自昌江区各机关事
业单位、乡镇街道的“运动达人”
将在线上线下展开激烈角逐，共同
构建健康生活。

大赛内容包括健走比赛和参与
式活动两项。在健走比赛中，参赛
人员将佩戴专用运动处方计步器，
记录每天的健走数据，将数据上

传至活动网络系统，以健走步数
与健走强度累计计算积分，在全
国各示范区之间、各省之间、省内
各示范区之间、示范区各小分队之
间，开展四个维度、为期 100 天
的团队健走竞赛。同时，在健走竞
赛的同时，配合开展线上线下参与
式活动，由各代表队灵活组织发
起，包括实地健走、健康讲座、
征文大赛等，这些活动将作为健
走奖励和组织激励奖项评定的依
据。

大赛成绩将以示范区 （县） 为
单位纳入全国排名，国家设置了

“健走示范区”、“万步先锋奖”、“省
内优秀健走示范区”、“优秀团队
奖”等奖项；昌江区设置“优秀团
队”、“优秀健走个人”、“优秀队
长”奖项；各单位也可以根据成效
情况给予适当的奖励。

活动分为几个阶段，4月1日-4
月 15日为报名阶段，4月 16日-4月
30 日为活动组织、准备及培训阶
段，4月11日-5月5日开展热身赛，

5月 11日-8月 18日进行正式赛，10
月-11月为活动总结阶段。

据悉，“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
赛是由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于
2016 年首次发起，今年为第四届，
旨在贯彻《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
规划 （2017-2025年）》，积极响应
《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管
理办法》。此次昌江区参加国家第四
届“万步有约”职业人群健走激励
大奖赛由区人民政府主办，区总工
会、区卫健委、区疾控中心承办。

昌江讯（夏子俊 文/图）近期，四川凉山木里县的一场
大火，30位灭火英雄不幸殉职。这些“最美的逆行者”再
次引发社会关注，爱心涌动，全国多地消防官兵近期都收到
了爱心人士送上的匿名外卖。昌江消防也不例外。

“您好，这是送给昌江区消防救援大队曙光路中队的外
卖！”4月4日傍晚，当昌江区消防救援大队值岗人员正在值
班时，一声问候打破了大队应有的宁静，外卖小哥手提两箱
牛奶，放在了大队值班室。外卖小哥表示：“这是一名匿名
顾客送来的牛奶，还捎上一句‘你们辛苦了！’”随后，外
卖小哥消失在暮色中。第二天，陆续有数份匿名外卖送到大
队值班室。

所有外卖都没有留下任何纸条，寄送人员的信息也是匿
名的。昌江区消防救援大队曙光路中队中队长汪谢本表示，
不只是曙光路中队，其他中队都陆续收到了匿名外卖，这既
是对消防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消防队员的格外关切。对此，
对寄送外卖的匿名人员表示感谢，消防队员们一定不辜负群
众的关爱，会为保护广大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作出应有的贡
献。

汪谢本表示，不只在送外卖这一方面，在其他方面，全
民也要参与消防，时刻关注身边的消防安全，事故一直在身
边发生，如电动车楼道充电着火，高楼晒被子乱丢烟头引发
火灾，这无不都是身边各种消防安全问题，广大群众要时刻
保持警惕。

昌江讯（夏子俊 文/图） 4月1日上午9点，市十五小组织全
体师生，怀着庄严肃穆之情，在学校开展清明祭英烈活动。

学生们着装整齐，佩戴红领巾，庄严肃穆地站在操场上，伴
着悲乐，大声朗读着《梅岭三章》，缅怀英烈，寄托哀思。

仪式结束后，学校组织学生在校会议室开展“网上祭英烈·
传承革命精神”主题队会，学生们通过网络，面对大屏幕上的革
命英雄纪念碑献上鲜花，行少先队队礼。

上午10时许，十五小全体党员带着部分学生代表来到位于荷
塘乡的革命烈士纪念塔前，举行现场哀悼仪式。仪式结束后，师
生们一同参观了荷塘廉政教育基地。

昌江消防收到匿名外卖

昌江讯（阮新蕾）3月16日晚9时许，梧桐大道上一
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彻底改变了王明慧的人生轨迹。事故
发生时，王明慧所在车辆飞出22米，坐在车后座的王明
慧身受重伤，全身85%以上的血液流失。路边好心人拨打
120及时将倒在血泊中的王明慧送去医院。

今年46岁的王明慧是昌江区丽阳镇港南村人，现在
昌江区纪委工作，他与妻子洪燕育有两个孩子，还要照顾
年迈的父母，全家靠王明慧一人的收入来维持，生活拮
据。而惨烈的车祸更是对他个人以及这个家庭造成毁灭性
的打击。

目前，王明慧仍在市第一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经医生
诊断，患者左侧额颞部硬膜下出血，多发肋骨骨折，两肺
挫伤，双侧胸腔积液，左肾裂伤合并包膜下血肿。车祸至
今，医院三次下发病危通知书，但在医生积极抢救以及自
身顽强意志的抗争下，王明慧逐渐恢复意识，但目前仍
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

截至4月9日，王明慧已花费22万元治疗费用，医
生预计接下来的治疗费用至少需要20万元。王明慧

家人发起水滴筹，现已筹款8万余元。面对巨额的
医疗费用，这个原本窘迫的家庭已经无力承担，

如果您愿意提供帮助，可以登录水滴筹参与爱
心接力，还可以联系王明慧的家人王金秀

直接募捐，电话：13133986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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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颂英魂 精神永传承

市十五小开展清明祭英烈活动

昌江区“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奖赛启动

丰丰田村脱贫记
徐鑫鑫/文 汪晓轩/图

丽阳镇丰田村地处昌江区西部边缘，辖7个自然村，

808户3072人，属丽阳镇第二大村委会，2016年被列为

省级贫困村，2018年达到退出标准。近日，笔者来到丰

田村，了解它的扶贫之策，记录下丰田村扶贫

的几个侧影。

当日上午，经过半个多小
时的车程，笔者来到丰田村。
在车辆拐进丰田村委会办公楼
前，笔者注意到路旁有一排稍
显独特的商铺，“红红超市”“英
果早餐店”……其中一家门店
上写着“丰田村电商扶贫站
点”，一问才得知，这就是丰田
村委会建设的扶贫商铺。

丰田村支部书记张火金介
绍，2017年，丰田村两委项目立
项，争取上级支持，先后投入扶
贫资金80万元，在村委会前建
设扶贫商铺。据了解，商铺一
层有8间店面已出租，去年租
金收入约3.2万元。二层是综
合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及高频鞋
厂，每年鞋厂租金为0.5万元。
租金收入用于扶持贫困户，村
里34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全覆
盖。

其 中
的“丰田村电商
扶贫站点”，是村里的电商扶贫
项目。笔者看到，站点内摆放
着“生态米”“山茶油”等产品。
丰田村第一书记李明亮介绍，
村里的电商项目从2017年年底
启动，大米是村民自己生产的，
电商平台无偿帮助村民进行销
售。山茶油是村集体经济产
品，用来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到
2018年年底，山茶油销售额达2
万多元。

“扶贫商铺+电
商扶贫”有创新

侧影一

侧影二

侧影三

“如果这个谈成了，那我们
就实现‘一笼鸡’的目标了。”
“是啊，这个工作要加快推

进。”在当天的实地探访中，
张火金与李明亮一边加快
脚步走着，一边热烈地交
谈着。经过询问，笔者了
解到，他们正在讨论的
是村里正在接洽的一个
养殖场项目。“市里一位
投资人有资金、技术，就
是没场地，年前我们开始

接洽，希望能把这个项目引
进来。引进来后，我们以土地

入股，增加集体经济收入，村民
可以在养殖场里务工，一些零散的
养殖户还可以把自己养的鸡提供给
养殖场，让他们帮忙销售出去。”李明
亮充满希冀地介绍道。

“一笼鸡”是我市脱贫攻坚工作
中提出的“一亩果、一亩茶、一笼鸡、
加入一个合作社”的“四个一”产业扶
贫机制中的一项。丰田村按照省、
市、区脱贫攻坚相关工作部署，加大
产业扶贫力度。据了解，该村已经与
江西世贸油茶有限公司洽谈成功，计
划2018年底至2019年投入扶贫资金
61 万元，收购该公司油茶基地 88.5
亩。前期委托公司代管3年，今年起
公司向丰田村每年按销售情况拨付
3.6至4.2万元收益利润，并给予丰田
村茶油销售奖励。

据了解，丰田村2016年脱贫4户
10人，2017年脱贫4户17人，2018年
脱贫16户44人。通过村民代表民主
会议评议，达到脱贫标准要求。现有
未脱贫人口为29人，贫困发生率低
于2%。

“一笼鸡”的希望

42岁的张忠羊是丰田村村民，
2013年，不幸摔成了粉碎性骨折，妻
子身体也一直不好，两个人光治病
就花了十多万元，家里两个小孩都
在上学，住的房子也是破旧不堪，

“外面下大雨，家里下小雨”，生活一
度陷入窘境。通过自己申报、村干
部上门了解情况，丰田村按照程序，
将他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两个小
孩享受教育扶贫政策，村干部还帮
助其争取房屋改造资金政策，用于
危旧房的拆除重建。

当日，笔者来到张忠羊家，他的

家正在建设装修中，房间、厨房都装
上了瓷砖。笔者了解到，在村干部
的帮助下，目前，张忠羊和妻子都在
富祥药业上班，两个人加起来每月
有6000多块钱的收入。“要感谢国家
的扶贫政策和村干部的关心与帮助，
现在我们家已经完全脱贫了。”

张忠羊还兴致勃勃地告诉笔
者，他以土地和鱼塘入股了村里的
合作社，合作社大棚里已经种上了
辣椒、茄子、西瓜等，马上就会有收
入了。聊到以后的日子，张忠羊脸
上洋溢着希望，内心期望满满。

在打好这场脱贫攻坚战中，丰
田村着力实施产业扶贫、就业扶贫、
健康扶贫、教育扶贫、基础设施扶贫
等扶贫工程，以上只是该村扶贫工
作的三个侧影，却也是每一项扶贫
工作的具体体现。

张火金表示，下一步，丰田村将
落实贫困户“志智双扶”，进一步推

进产业扶贫，2019 年预脱贫 6 户 18
人，2020年4户11人。同时，将扶贫
工作与乡村振兴相结合，进一步改
善村容村貌，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振
兴战略总要求，将丰田村建设成为
真正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