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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塘风景区风景秀丽，是休闲的好去处。塘
边禁止钓鱼，7月23日下午3时许，记者发现有人
在塘边垂钓，有煞风景。

（本报记者 付裕 摄）

曝光台

大力推进诚信建设

李文雍是一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他从事出租
车行业17年，把服务营运当做事业来做，投入最大
的就是热情，力求精益求精，不敷衍了事，在营运
工作中坚持做到了扶老携幼、平稳驾驶、合理收
费、从不拒载，每当乘客上下车时他都主动热情为
乘客装卸行李，友善的对待每位乘客，努力为乘客
提供安全舒适乘车环境。若拾到乘客遗落在车内的
物品，他都能第一时间上交公司或归还失主。

2019年6月8日上午，李文雍跟往常一样，驾驶着
出租车接送乘客，当乘客胡先生到达目的地下车后，
发现乘客不慎将钱包落在了后排座位上，等他再回到
乘客下车地点时，已经看不到乘客的踪影，他随即将
钱包交到通达出租车公司，请公司工作人员帮助寻找
失主，通达公司工作人员通过其快递单号码及时联系
将遗失钱包（内有身份证、多张银行卡和1100多元现
金）如数归还失主，失主十分感激，执意要给李文雍酬
金以表示谢意，被他婉言谢绝。

李文雍退伍30多年，但他一直保持军人作风，
干一行爱一行，对工作认真负责，兢兢业业，严格
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积极参加公司组织的驾驶员

文明服务教育培训和安全学习教育例会以及各项活
动，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不仅如此，每年高考期间，他都积极参加公司
组织的爱心送考车队，免费为高考学生提供接送服
务，还多次免费送困难老人和学生回家。多年来积
极主动参加社会公益活动，踊跃为贫困灾区捐钱捐
物，在同事遇到困难时，他都出手帮助。他的行为
充分体现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忠厚朴实的精神风
貌，赢得了广大乘客和各界人士的一致好评。

平凡之处彰显伟大，细微之处才见人心，或许
这才是对李文雍最好的认识，他做的好事虽然只是
点滴小事，却处处暖人心。

“的哥”李文雍:拾金不昧 弘扬社会正能量
瓷都晚报记者 张燕

本报讯（沈颖珍 记者 邵婧） 7月21日，由市卫
健委、市文明办、市爱卫办主办，市健康教育所承
办，联合市市场监管局、市城市管理局、市体育
局、团市委、市妇联等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倡导
绿色环保理念、培育健康生活方式”主题活动在人
民广场举行。

据悉，本次活动旨在积极助推我市全国文明城
市、国家卫生城市创建工作，贯彻落实健康景德镇
行动，进一步引导市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培养健
康生活方式，倡导文明用餐、健康生活风尚，营造
共建文明瓷都、健康瓷都、绿色瓷都浓厚氛围。

“洪灾过后一定要注意卫生，生水不能喝。”活
动现场，各部门通过搭建展台、发放宣传资料、义
诊咨询、公益广告展示、开展“我承诺、我践行”
签名承诺活动等方式号召大家从个人做起、从家庭
做起，主动参与爱国卫生运动，自觉使用公筷公
勺，拒食野味、低碳出行，养成讲文明、讲卫生、
讲科学的健康生活方式，为巩固疫情防控成果贡献
自己的力量。

一个个生动的宣讲让“绿色环保、健康生活”理念
深入人心，刚刚测完血压的市民席桂英对记者说：“医
护人员在这么炎热的天气里还坚持为我们服务，让我

感受到了党和国家对我们老百姓的关心，这次活动
让我学到了很多绿色环保、健康生活的知识，收获
很大。希望以后能多多开展这种类似的宣传活动。”

“我们希望以这次主题活动为开端，全市上下
积极行动起来，各部门、各单位密切配合，加大全
民养成文明健康行为的宣传力度，全面普及健康知
识和技能，让全社会形成崇尚文明健康的良好氛
围，将文明健康、绿色生活方式融入每个家庭，成
为每个人的自觉行动。”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我市各医疗卫生单位还将组织小分队深入
所辖社区开展“送医送药送健康”义诊咨询活动。

我市开展“倡导绿色环保理念、培育健康生活方式”主题活动

本报讯（施关菊）为加快入汛灾后恢复工作，消除
连续强降雨给我市街道环境卫生造成的不良影响，尽快
恢复干净整洁的人居环境。近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妇
委会积极响应上级妇联要求，组织巾帼志愿队前往沿江
东路开展灾后环境大整治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们顶着高温烈日，充分发扬不怕
苦、不怕脏、不怕累的精神，分工合作，对主要街道、
沿河步道、台阶上的淤泥和垃圾进行了集中清除。经过辛
勤的劳动，路面环境焕然一新，赢得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此次活动，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保护宣传氛围，有效
提高了居民对环境整治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引导大家共
同建设一个卫生、文明、温馨的人居环境。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开展灾后环境大整治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巢喜
生） 为助力我市“双创”，景德镇
公交有限公司全体动员，全员参
与，吹响“双创”集结号，确保公
交点、面达标。

该公司成立了“双创”领导机
构，召开了“双创”誓师大会，进
行全体动员和全面部署；开展以

“提升服务树品牌”为主题的争创
“服务之星”劳动竞赛，不断提高
广大驾驶人员的从业素质；撰写、
印发了《景德镇公交有限公司公交
车驾驶员应知应会手册》，以提高
驾驶人员的职业操守；组建了一支
公交志愿者队伍，对公交站台高峰
时段秩序进行维护，对公交候车亭
进行保洁；制定了公交稽查考核办
法，对公交驾驶员文明服务、规范
驾驶行为进行督查；购置30台纯
电动公交车，其中2台为无障碍公
交车，更换非纯电动车辆；在原有
1台自动洗车机和3处人工洗车点
的基础上，添置2台智能自动洗车
机，其中1台已投入使用；改造了
176座公交候车亭盲道；在城区20
个主干线候车亭安装了盲人触摸站
牌；在20座客流量较大的候车亭
安装了防撞护栏；在已投入使用的
83台公交智能电子站牌的基础上，
安装了12台以青花元素为背景的零
广告投放的智能电子站牌；候车
亭、公交车车身和公交车厢投放了
公益广告；所有公交车都配齐了安
全锤、灭火器、垃圾桶、扫帚和拖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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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路是一条历史悠久的小巷，它承载着无数百
姓的生活记忆，蕴藏着厚重的历史文化。1959年，乐平
县城工人和郊区的农民联合兴建了这条路，取名联盟
公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建成街道，1982年改名为联盟
路。联盟路南至长寿路、北接人民西路，全长650米，宽
10米。这里居住着近800户居民，约2500人生活在这
个小巷。经历了60年的风雨，岁月磨损了它当年的风
光，这里因年久失修，晴天“扬灰”、雨天“泥泞”、大雨内
涝，“出行难、路不平、灯不亮”成为了居民的烦心事。

如果把四通八达的主干道看作撑起一座城市发展
的骨架，那么背街小巷则是它的肌理。背街小巷虽然不
起眼，但却是一座城市的“毛细血管”，是城市的“里
子”，它连接着大民生、大民心。联盟路的改造关乎着城
市形象，事关群众的幸福指数，只有将这条巷道改造
好，才是真正为群众办实事。

去年5月，群众期盼已久的2019年度城区背街小

巷改造工程全面启动。乐平市政府投入2000万元，对
六片区65条街道进行综合改造，其中，联盟路、鹅头
山、七星巷重点改造为精品巷道。

为保质保量完成联盟路改造任务，乐平市洎阳街
道成立“洎阳街道背街小巷综合改造领导小组”，加强
领导、落实责任，保障施工、通力协作，精心组织、强化
监督。聘请专业设计团队，对巷道进行整体规划设计，
依据“地面、立面、空中”“三位一体”进行改造提升，铺
设砼式沥青路面、对沿街建筑外立面进行粉刷、改造排
水、排污、地下管线、文化上墙等方面。改造过程中，在
保护历史真实载体、保存老屋原有风貌的基础上，对危
房、围墙等建筑进行拆除，并增大绿化面积，建设公园、
设计文化墙，按照水通、路平、灯亮、线齐、墙美的标准，
经过三个月的紧张施工，昔日的联盟路华丽蜕变，展现
出新变化、新面貌、新气象！

北侧的的文化墙向人们诉说了联盟路的由来，展

现了乐平市的戏曲文化；联盟公园依托开阔的草坪，由
原来单一的功能性道路向品质型社区转变；在公园至
鹅头山之间，设计了一处微型公共空间，闲暇之时下楼
遛弯，置身于绿意盎然之中，心旷神怡。

据了解，联盟路背街小巷的改造得到了市民的极
大支持和配合。七星巷有碍观瞻的11座旧坟一举迁入
公墓，没有一人上访；改造施工高峰期正值炎热夏季，
四片区居民自发煮绿豆汤给施工队员清凉解暑；雨点
哗哗，工人们仍坚持施工，暂时性影响居民出行，市民
主动为工人送上雨伞雨具……黄亮表示，乐平打造“赣
东北明珠”不仅重街道、公园这些面子，更重背街小巷
的底子，我们没有理由不支持不配合。

民生大文章，细微处落笔。联盟路的蜕变只是乐平
市众多背街小巷改造工程的一个缩影，背街小巷改造、

“双创双修”工作还将继续，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还会增强。

联 盟 路 的 华 丽 蜕 变
柴有江

万客缘酒店积极开展文明餐桌活动，餐厅内随处
可见《文明餐桌公约》，提醒广大顾客节俭用餐，不剩
菜，不剩饭，文明用餐，不吸烟，不酗酒，健康用
餐，用公勺公筷。 （本报记者 付裕 摄）

家住珠山区里村街道曙光路社区南河小区的张国
林，今年52岁，是南河小区一名物业保安。数十年如
一日照顾智障表弟不离不弃不辞辛劳。

张国林表弟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异了，现
在表弟的父亲常年在外务工，无法照顾儿子和留下表
弟一人在家不放心，于是就托付外甥张国林夫妇照顾。
表弟因先天智力残疾生活不能自理，张国林夫妻就耐心
地教表弟穿衣、吃饭，让他能做一些简单的事情。

张国林说：“照顾弟弟的日常生活辛苦一点不要
紧，就是担心弟弟走丢。”有几次弟弟吃完饭，趁他们做
家务时就趁机溜出去玩，等他们发现时，弟弟早已不知
去向，他夫妻俩满小区的找，边走边问，最后终于在一
家超市里找到了弟弟；还有一次，弟弟随着人群坐上了
去市里的公交车，还好被小区的邻居及时发现了，告知
张国林把他带回了家。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多起，给张
国林一家的生活增加了太多的麻烦，张国林最后没有
办法，只有每天把表弟带在身边，和自己一起值班、巡
查，每天带上带下。

在张国林夫妻多年的悉心照顾下，表弟对于生活
上简单的事已经可以自理，比如：吃饭、穿衣、洗漱

等，还可以帮忙扫扫地、倒倒垃圾。但是对于复杂一
点的事，表弟还是不会做，日常生活还是离不开表哥
的照顾，哥哥嫂子每天烧好饭菜就叫他一起吃，让他
换上干净的衣服才允许他和哥哥一起出门，嫂子坚持
给他勤换洗衣被。每年张国林的舅舅回来，表弟吴
凯也不肯回去，仍然要住在哥哥家里。张国林的舅
舅看到外甥夫妇俩对自己儿子这么好，完全替代了
自己做父亲的职责，心里非常地愧疚。每年回家就
会给张国林夫妻买些年货或包点红包给他们。张国
林夫妻常常拒绝，说道：“都是自己一家人，照顾
表弟也是应该的。”张国林无私奉献的精神在社区
传为佳话。

常 年 照 顾 智 障 表 弟 不 辞 辛 劳
戴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谐：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
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
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谐

大暑已过，洪水浸泡过的地
方被日渐升高的气温晒烤，容易
滋生蚊蝇和带来病菌的侵入，这
也成为灾后防疫的重中之重。最
近以来，上到市委市政府的高度
重视，下至各单位部门的努力践
行，灾后防疫取得成效，大灾之
后无疫情，人民生命的安全得到
保障。但笔者认为，要巩固灾后
防疫的成果，做到生活垃圾的日
产日清是关键。

所谓生活垃圾，是说人们在日
常生活中或者为日常生活提供服
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以及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视为生活垃圾
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居民生活
垃圾、集市贸易与商业垃圾、公共
场所垃圾、街道清扫垃圾及企事业
单位垃圾等。随着人们生活水平
提高，虽然大都搬入住宅小区，有
专门的物业服务；零星的住宅和原
房改房，也由社区安排保洁人员打
扫，随着卫生设施的改善，上门收
集生活垃圾改为各自把生活垃圾
倒入垃圾桶，由物业的保洁人员清
运，住宅小区的环境越来越美。现
在还对生活垃圾进行科学分类，最
大限度地防止环境污染，并对生活
垃圾资源进行再利用，为人类作出
贡献。

生活垃圾的日产日清，一是创
造优良的环境。生活垃圾收集条
件，从人力垃圾车到垃圾运输车；
人工收集可以做到日产日清，机械
运输减少体力劳动理应做的更
好。日产日清了，高温曝晒的异味
没了，环境就会变得更好了。二是
灾后防疫的基本要求。生活垃圾
日产日清，给灾后防疫减轻压力。
清淤消杀的同时，对生活垃及时清
理，对生活垃圾容器的定期清理，
都是助力灾后防疫。尤其是在住
宅小区，垃圾的日产日清是物业服
务保洁的主要内容之一，必须安排
专职人员、专门车辆，定时定点负
责日产日清，但作为小区业主要配合协助物业，在
规定的时间内把生活垃圾置放到垃圾桶或垃圾池
内，做好生活垃圾的日产日清。

生活垃圾的日产日清，有利于环境的改善，也
是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必备条件之一，更是当下

“双创”攻坚战的重要内容。无论是社区居民、小区
业主，还是物业服务企业，都要为城市环境的改善，
为灾后防疫作出自已应该做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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