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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说

乐平市持续引进第三方专业服务团队，依托其技
术支撑，通过统筹差异化科技手段，强化挥发性污染
过程精细化管控执法核查，明显提升了污染管控效
率，取得显著成效。图为广州市禾信公司大气走航监
测车对乐平市吉翔化工公司厂界外进行巡回监测，让
挥发性有机物无处遁形。

（王金保 摄）

曝 光 台

城乡环境综合整治

双创攻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敬业

本报讯（刘双喜）为贯彻落实我市“双创攻坚”工
作部署，进一步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坚
决打赢“双创”攻坚战。近段时间以来，市机关事务管
理局开展责任路段“路长制”巡查活动，多次到责任路
段——沿江东路（昌江大桥-珠山大桥段）进行环境大整
治大清扫活动、捡烟头“烟头革命”活动、文明劝导活
动等，凝聚起了机关事务人文明创建的强大合力，以实
际行动打造与世界对话的国际瓷都文明风景线。

自全市“双创”攻坚、“当好东道主、办好旅发会”誓师
大会召开以来，该局及时召开局党组（扩大）会暨“双创”攻
坚动员大会，制定工作方案和《“双创”攻坚志愿服务安班
表》，确保每天志愿者参加责任路段巡查、交通路口文
明劝导站岗和深入共建社区帮扶帮建等制度。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以实际行动打造文明风景线

骄阳似火，天气炎热，一些市民喜欢驾驶摩托
车、电动车出行，闯红灯、逆行、随意变道、乱停乱
放等交通违法行为高发，不仅给道路交通带来很大安
全隐患，还会有损城市文明形象。连日来，记者再次
走访，记录了多地一些交通违法行为。

乱停乱放

在中国陶瓷城香江路土乡土味饭店坡道上，每天

依旧有多辆车停放在没有停车位的陡坡上，导致通道
变窄，存在交通隐患。在香江路旁，2辆白色私家车
停在了非机动车停车位。在西一街，车位上停满私家
车，某些车主来晚了，直接停在通道上，导致部分路
段交通受阻。在瓷都大道梅苑对面租赁公司门前，一
辆电动自行车停在门口，旁边就是停车位。

在莲花塘风景区的休闲广场上，许多电动车、三
轮电动车随意停放，场面混乱。九中路东面，一家早
餐店前，一辆电动自行车横在停车线外。

共享电动自行车给市民出行带来很大便利，但
是，乱停、乱放、乱丢的现象突出，记者在昌江大
道莱顿风情、三闾庙停车场旁，莲花塘等处。看到
多辆共享电动自行车随意放在非机动车道、机动车
道上。

外卖行业迅速发展，送餐骑手大军随之发展壮
大。送餐电动自行车乱停乱放，骑手逆行、闯红灯等
问题，越来越多地困扰着市民。记者在珠山大道移动
公司旁的一家水果店门前，看到随意停放的4辆电动
自行车，而指定停车位也就10米远。

逆行

我市电动自行车群体庞大，给交通管理带来一定
难度，逆行乱象时有发生。在迎宾大道北侧，中国陶

瓷城至石岭转盘的非机动车道，记者在5分钟内，看到
6辆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逆向行驶。在西客站渠化路口，
西河桥西侧非机动车道，10余秒钟，2辆电动自行车逆
行。在瓷都大道，公路局至河西农贸市场，逆行电动
自行车较为频繁。在西河桥东侧，一辆电三轮从三河村
转弯出来，驾驶人没有等绿灯过斑马线，而是直接左拐
逆行，给几辆正常行驶的电动自行车带来阻挡。

闯红灯

闯红灯的陋习是漠视人身安全和交通规则的表
现。行人过马路不看交通信号灯，心存侥幸随意通
过，不但影响正常的交通秩序，也隐藏着巨大的安全
隐患。我市交管部门对此进行过大力整治，但是，交
警未在交通路口时，闯红灯的违法行为明显增多。一
个雨天，在西客站南北方向的斑马线上，一辆载客的
摩的闯红灯后，一辆电动自行车也随即闯红灯，导致
机动车紧急刹车。一天中午，在昌江大道剪刀山路
口，两辆电动车闯红灯后，多辆电动车跟着闯红灯，
导致正常行驶的车辆受阻。

文明城市常态化建设，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努力
与支持。希望广大市民养成良好的交通习惯，从自身
做起，文明出行、规范停车，共同维护瓷都良好的城
市环境秩序。

交通乱象何时休？

图为迎宾大道东端西客站路口，一位摩的司机在
雨中闯红灯，通过斑马线，导致正常行驶的车辆停车
避险。

小手拉大手，生活垃圾分类
齐动手。近日，北京市朝阳区“分
小萌”志愿服务——垃圾分类

“老少同行”活动在呼家楼街道
殷金凤工作室举行。通过“小手
拉大手”，倡导广大家庭积极参
与垃圾分类，实现“教育一个孩
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一个社
区、文明整个社会”。

此次，朝阳区垃圾分类“老
少同行”活动就很有意义，这种
通过老带小，能带动一个家庭，
甚至一个社会。现在正是中小学
生放暑假的时段，这个时候对中
小学生进行垃圾分类指导正是
时候。教育、指导一个孩子就能
影响到一个家庭，孩子是家庭成
员，也是家中的宝贝，他们垃圾
分类过关，对父母的影响较大，
可以说，直接影响到父母在垃圾
分类上好上加好。

垃圾分类上“老少同行”也
让不少退休在家的老人找到了
成就感，实施了几个月的垃圾分
类工作，也让不少老年人掌握了
垃圾分类方法和技巧，他们也愿
意把这些经验传授给孩子。所
以，朝阳区开展的“老少同行”活
动，无疑抓住时间节点，摸准了
老人的“心脉”。

还应该看到，开展垃圾分类
工作中，中小学生还有不少工作
可做，一方面自己可以学会精准
分类垃圾，垃圾分类也是个技术
活，细心活，这方面还是有不少
技巧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完
全可以把垃圾分类编成自己易
懂易学的顺口溜。同时，指导自
己的父母，还有现在正是学生放
暑假的时候，学生也可以当垃圾
分类劝导员、监督员等，让更多
人行动起来，培养垃圾分类的好
习惯。

总之，“老少同行”正是垃圾
分类的好时机，让退休在家的老
人也有了活动的契机，找到了自
己的乐趣；让暑假在家的孩子也
参与了公益事业活动，从小培养
他们怀有一颗公益心，这无疑对
促进垃圾分类工作有着积极的
意义，值得推广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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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是城市的基本细胞，是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
国家卫生城市的基础。昌江区紧紧抓住社区这一关键
环节，通过夯实社区文明建设、老旧小区改造、改善社
区环境面貌，全力以赴推动“双创”工作，实现整体大
提升。

新枫街道哪吒庙社区就是一个例证。社区近期的
变化让老百姓真正感受到“双创”成果，居住环境更干
净了，公共设施更多了，群众出行更便捷了，生活更舒
心了。社区工作人员还以方便群众办事为出发点，不
断增强服务功能，提升服务层次，倾力打造便民、利
民、为民的服务平台，进一步提高了社区居民的幸福
感和获得感。

7月27日上午，笔者来到哪吒庙社区，新落成的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宽敞整洁、窗明几亮，社区群众
在窗口咨询办理事宜，社区工作人员热情服务，和谐
有序。

你很难想象，就在几个月前，社区办公地点还是

一处简陋陈旧的老房子，社区办公人员挤在一起办
公，“冬冷夏热”，群众办事咨询诸多不便。如今好了，
坐在焕然一新的社区服务中心，吹着清凉的空调，社
区群众办事更顺心了。

走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道路平坦整洁，社区群
众休闲散步更添惬意；沿路水沟加装了7000多块盖
板，排水有了保障，居民再也不用担心内涝了；在社区
设置集中晾晒点，方便群众晾晒衣物，便民惠民、引领
文明新风尚；打造休闲文化广场，一到夜晚，跳广场舞
的大妈和嘻戏的孩子，让这里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笔者一路走一路看，社区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

“以前这里脏、乱、差现象特别严重，道路坑坑洼
洼，路两旁的花池也损毁严重，里面还有很多老鼠洞，
居民们还把垃圾扔在里面，花池成了卫生死角、空中
乱象那就更不用说，都是东扯一下，西拉一下。”社区
党支部书记、主任汪炜兰感慨地说：“现在好太多了，
自从开展“双创双修”工作以来，社区的四个宿舍楼道
整洁了、社区里弄道路干净了、道路也装上了路灯、垃
圾死角也不见踪影了，在昌江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
持与社区干部共同努力下，小区变得美丽干净了。

居民徐大爷高兴地说：“现在的哪吒庙比以前变

得更好了，路面更平了，公共设施比如健身器材也多
了，环境更优美了，我们住在这里，更舒适、更快乐
啦！”

民生无小事，件件关乎民生福祉。汪炜兰还告诉
笔者：“哪吒庙社区内有电瓷厂宿舍、景兴宿舍、红星
瓷厂宿舍、供应处宿舍等4个片区，900余户人家，近
期，在区委、区政府的大力帮助下，全部被纳入老旧小
区改造项目当中”。

80岁的陈桂凤住在哪吒庙社区35年了，说起这个
老旧小区改造后的变化，她就开心的不得了，“以前，
楼前楼后是泥巴路，年久失修，坑洼不平，楼道里面的
灯都是坏的，晚上都要自己带个手电筒出门，在没改
造前，楼道内上长满了‘牛皮癣’、小广告密密麻麻，多
亏了小区改造工程，将墙上的小广告清除，又对墙体
进行了粉刷，墙面更清洁了，上下楼，看着都舒服！“

看着墙上的“大花脸”消失得无影无踪，正下楼的
居民杨先生也有话说：“每天回家看着楼道里崭新的
墙面特别高兴，希望这份整洁永远保持下去。”

哪吒庙社区的变化是昌江区“双创”工作中的缩
影。“双创”的成果融入了城市的大街小巷，美化了整
座城市的面貌，构建城市最美的风景，让这座城市越
来越有温度，居民幸福指数不断攀升。

环 境 惬 意 人 安 乐
——哪吒庙社区“双创”小记

汪晓轩

人物名片：朱寅生，男，汉族，1981 年 12 月
生，乐平市公安局巡警大队一中队指导员。荣获
2018 年“瓷都最美警察”、2019 年“中国好人”、
2019年景德镇市第六届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

朱寅生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热爱我的警
察事业，为群众守护平安是我应尽的天职，而做一名
优秀的警察将是我毕生的追求！”他是这样说更是这
样做的，自他参加公安工作以来，一直真学实干，用行
动践行着警察的铮铮誓言。

2018年5月19日，下午5点32分，乐平中学旁长
寿路一居民房突然发出一阵剧烈的爆炸声，随后浓烟
滚滚，明火大起，夹杂着人群惊恐的叫声。当时，乐平
市公安局足球代表队和第二中学足球代表队正在乐
平中学体育场进行一场足球比赛。在听见爆炸声后，

朱寅生立刻停止踢球，开展救援。
当时，连排的老房子已经黑烟弥漫，二楼火势迅

猛。几户居民家的铝合金门窗被爆炸冲击波冲到十几
米远，一地的玻璃碎渣和金属碎片。朱寅生到达现场
后大声呼喊，让屋内的人员快出来，便一头冲进火势
最猛、疑似爆炸源的二楼。

朱寅生在厨房和客厅的连接处发现了一个衣服
碎裂、皮肤大面积灼伤的男孩。由于惊吓，男孩眼神有
点茫然，身着球服的朱寅生赶紧告诉他：“孩子，不要
怕，叔叔是警察，现在来救你。”男孩这才回过神来，冲
着朱寅生说：“叔叔，我好痛。”为了防止对男孩被烧伤
的皮肤造成二次伤害，朱寅生从客厅随手抄起一件毛
毯将男孩裹住，抱起他就往楼外跑。

朱寅生将男孩放到安全地段后，立即又向现场跑
去，再次冲上二楼，与另一名老同学熊雪勇快速在房
间楼道展开搜救。在楼道拐角处，两人发现一名坐在
椅子上的老奶奶，两人一道连人带椅子快速抬到楼
下。朱寅生帮助救护人员将老人抬上救护车后，没有停

下脚步，又一次跑回居民楼核心区域进行搜救。直至消
防员们把火彻底扑灭，朱寅生才真正放下心来。

回忆起当年的火灾，朱寅生说：“当时情况紧急，
不容我多想。当我搜寻到被大火围困的群众后，唯一
的念头就是：一定要把他（她）救出来。做为警察，扶危
救难是使命和职责，事后想来并不害怕。感谢组织的
多年培养，让我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时候，能够无畏
惧的挺身而出。”

虽然火场救援是偶发事件，但朱寅生从警以来，
可谓长期直面危险。2004年，朱寅生从武警部队退伍。
2005年，他考录入景德镇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从此，反
恐、防暴、战术驾驶、运动登车、空手夺刃等一系列训
练项目，成了他的日常工作主基调。

多年来，他曾制服过持刀威胁群众的疯子，处理
过闯进村庄的野兽。朱寅生说：“想做一名好警察，流
点血、带点伤，又算什么。既然当初选择了这份职
业，就要敢于担当，就必须为此奉献，只有这样才
能对得起头顶的警徽和身上的警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敬业：是对公民职业行为准则的价值评价。要求公民忠于职守，
克己奉公，服务人民，服务社会，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职业精神。

朱寅生：为群众守护平安是警察应尽的天职
瓷都晚报记者 张燕

本报讯 （程光勤）为确保“双创”力度不减、节
奏不变、尺度不松，市城管局直属支队通过加大执法
督查力度，成立双创攻坚巡查小组等有力措施，全面
助力“双创”迎检。

连日来，巡查小组严格按照双创迎检标准，坚持
每天对各点位进行随机巡回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反馈
至各有关责任单位，并提出整改要求。同时每核实一
个问题，每提出一项整改要求，认真做好督查记录，
做到督查工作有根据，事后整改有台账；实行督查工
作例会制，巡查组每周召开工作调度会，听取相关工
作汇报，同时安排部署下一步督查工作。

市城管局直属支队
加大执法督查力度

本报记者 付裕 文/图

景德镇联通公司
建立平台助力“双创”

本报讯（曾蕾 胡广平）当前，全市“双创”工作进入
到决战决胜的关键阶段，景德镇联通公司主动作为，密切
配合，以实际行动践初心、担使命，积极投入“双创”攻坚战。

早在疫情期间，该公司就成功助力市政府“智慧社区
疫情防控监控平台”建设，为政府疫情监测和社区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打造了“瓷都疫安”平台。并与马鞍山社区结
对进行帮扶，每天派员工在社区所辖小区门口做好疫情
排查工作。同时，该公司开展了“美城市，从门前做起”的
大整治活动。对公司大楼内部、门前路段破损、庭院花草
树木进行了整治修理，垃圾进行了清运、规范了车辆停
放，全体党员干部更是行动起来，拿起卫生清扫工具对公
司大楼、庭院、门前路段进行清扫，为推动“双创”工作从
门前做起、从自身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