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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郊街道滨江苑小区改造小记
本报记者 吴立群
刻”。饶国民告诉记者，滨江苑小区共有 3 栋 9 单元
100 余户居民，是一个典型的无物业小区，过去一直是
一个人管理，2018 年下半年成立业主委员会在社区指
导下实行自治管理。但囿于时间长久，小区楼道卫生
设施不齐全，居民爱护意识不强，安全措施不到位，管
理上存在疏漏等，小区环境脏乱等现象日益凸显。时
常可以听到居民楼里的老大爷说到：
“ 车停得乱七八
糟、垃圾到处都是，楼道内线路杂乱无章！
”
在全市“双创”攻坚如火如荼进行的背景下，金鱼
山社区提出对小区进行改造提升试点打造的意见得
到小区业主的一致赞成。经过昌江区住建局的施工，
不仅公共环境得到了提升，楼道内外也进行了收拾。
小区内电线、接线盒、管子被裹上了一层层绿叶、楼道
间隔中铺上了草坪，老旧的空调外机也穿上了美丽的
“绿裙”，楼道内灭火器旁一张小小的月检卡记录着社
区对小区消防安全的高度关注。住在滨江苑的阿姨

笑着说：
“这里环境一天比一天好，楼道里没有了垃圾
广告，绿色随处可见，既环保又好看，现在我们经常在
小区晨练呢！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和国家卫生城市创
建真是造福百姓啊！
”
环境的改善增强了小区业主的自豪感，也带动居
民自觉爱护家园意识的回归。业主委员会选举责任
意识强的居民代表担任单元长，负责楼道的日常环境
卫生监督与安全措施检查、管理维护等；委托工作方
便又有空闲时间的业主担任值班管理员，加强小区的
进出管理；小区内增设创文创卫公益广告，健身角张
贴市民文明公约、居民公约，楼栋里张贴讲文明树新
风公益广告、爱护环境卫生倡议书等。耳濡目染之
下，每个人都成为爱护小区环境卫生的参与者、文明
志愿服务的践行者。
随着小区品位提高，业主素质也上去了，美丽小
区自治共享的理念受到居民群众的欢迎和认可。

市水利局多举措整治河湖环境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汪涛） 当前，我市进入了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迎“国检”
最后冲刺阶段。城区河道、湖泊水域及周边环境卫
生状况是“双创”工作的一项重要指标。市水利局
认真履行部门职责，全局动员、全员行动，以河湖
环境卫生大整治为重点，全力以赴投入“双创”攻
坚工作。
市水利局以下属事业单位市河道堤防管理处工
作人员为主力军，并抽调局机关党员干部及其他下

金亮 本报记者 付裕

司机宿醉 隔日被查

分管领导带队的工作组，重点督促有关单位落实属
地责任，抓好昌江、南河、西河、昌南湖、龙山
湖、青年湖等水域的环境卫生工作。对已建城市防
洪工程沿线的昌江河道水面，该局聘请了专业人员
加强水面的日常保洁，持续对河道内的垃圾、浮
萍、漂浮物等进行集中清理。自 7 月中旬以来，该局
在昌江城区段水面保洁工作中已投入 630 余人/次，
出动船只 96 艘/次，清运浮萍、漂浮物等垃圾杂物 50
余吨。

双创时评

昌江城管吕蒙中队

积极整治辖区市容市貌

图说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
已经成为绝大多数驾驶人的共识。
但是，有一种情况往往会被人忽视，
并且很容易中招，那就是“隔夜酒”。
为切实做好辖区道路交通管理工作，
全力稳定秋季道路交通安全形势，近
日，市公安局南河交警大队在辖区开
展酒驾、醉驾、毒驾严重交通违法行
为，
切实掀起严查严管酒驾醉驾声势。
当天，该大队组织精干警力在辖
区何家桥昌河南路口开展酒驾专项
整治行动，行动中，执勤民警对过往
车 辆 检 查 时 ，一 辆 驾 驶 号 牌 为 苏
G91***经过检查点时，被执勤民警拦下
检查，经现场呼气式酒精测试仪检测
出 62mg/100ml，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
车，面对测试结果，驾驶人潘某一脸
疑惑，称自己当天没有喝酒，只是前
一天晚上喝了酒，怎么可能还是酒
驾？
原来，潘某前一天晚上和朋友一
起吃宵夜，期间喝了两瓶啤酒，第二
天自以为酒醒了，就准备驾车去三宝
村，抱着下午没有交警查酒驾的侥幸
心理，当车行驶至何家桥昌河南路口
时，被正在执勤的该大队民警逮个正
着。
交警提醒：饮酒后体内的酒精含
量降到正常值的时间与饮酒量和个
人体质相关，理论上酒精在体内完全
代谢至少需要 24 小时。驾驶人饮酒
后，要经过足够的间隔时间，确保酒
精完全代谢后，
才能驾驶车辆。

属单位人员，对中心城区河道水面、两岸的城市防
洪工程管理范围进行分段巡查值守，及时发现并处
理河道及周边环境卫生问题。针对部分防洪堤护栏
破损，存在安全隐患且影响市容环境的情况，该局
安排专门经费，组织施工人员立即开展防洪堤护栏
修复工作。截至目前，已修复破损防洪堤护栏长约
1700 米，剩余破损护栏正在抓紧修复，预计在 9 月 19
日前全面完成中心城区防洪堤护栏修复任务。市水
利局加强对城区河湖环境卫生的督导检查，派出由

日前，珠山区太白园街道曙光村社区组织计生协会、老年分校、党员志愿者开
展
“烟头兑换”
文明宣传活动，
助力“双创”工作开展。
活动中，许多居民积极参与，提着捡到的烟头或是自己抽的烟头到社区烟头兑
换站进行兑换。该社区将以此次活动为切入点，带动广大居民积极捡拾烟头，同时
向辖区居民宣传要养成良好行为习惯，争做烟头捡拾员、环境卫生监督员和文明创
建宣传员。
（程思璐 杨招华 摄）

宁莉：三尺讲台勤耕耘
洪瑶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敬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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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的每一点疏漏，都可能会带给学生一生的
知识或人格缺失。”从踏上讲台的那一刻起，浮梁县
第二小学老师宁莉就深深地明白教育的伟大意义和
自己所肩负的崇高历史使命。在教育园地耕耘 20 载，
她坚持慎终如始，切实履行教书育人的职责，严于律
己，乐于奉献，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
宁莉始终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提高自身
素质。从实践中学，从书上学，向同事们学，向挫

折和教训学，不断完善自我，丰富人生。在 2006 年
参与了学校语文组的课题 《农村小学高年级口语交
际与习作教学整合的探索与研究》 活动；2019 年主
动承担了市级课题“景德镇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研
究”的工作，此课题在 2020 年 8 月成功结题。
教学相长。多年来，宁莉所执教的语文学科成
绩每年都名列前茅，特别是 2011 年 7 月，所执教的班
级在全县直升班考试中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从
教 20 年来，她所带的班一直保持“班风好，学风
正”，多次受到学校的表彰奖励。校领导和同事总是
说：
“宁莉脚踏实地，积极进取，是一位受学生欢迎，领
导放心，家长满意的好老师。”在 2015 年，她所带的班
级被评为全市首届“美在瓷都”优秀少先队中队。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近年来，宁莉在省、
市、县组织的各项比赛中多次获奖，2007 年参加全
市“五项全能”竞赛荣获二等奖，2009 年参加全市

家庭教育演讲比赛荣获一等奖；2013 年在全市中小
学公共安全教育教师说课比赛中荣获三等奖……除
此之外，她还多次辅导学生荣获国家级、省级、市
级、县级奖励。她也先后荣获全县“创先争优”活
动优秀共产党员、全县优秀班主任、全市“优秀共
青团干部”
、全市“师德先进个人”等光荣称号。
“选择了勤勉和奋斗，也就选择了期望和收获；
选择了纪律和约束，也就选择了理智和自由；选择
了痛苦和艰难，也就选择了豁达和成熟；选择了拼
搏与超越，也就选择了成功与辉煌。”宁莉表示，将
坚持自己的初心，砥砺前行，为浮梁教育事业美好
的明天而努力奋斗。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敬业

请为今年我市入围“中国好人榜”的高文华点赞评议
在中央文明办举办的“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
人”活动中，我市高文华入围“9 月份中国好人
榜”，现请广大市民朋友踊跃参与点赞评议，候选
人获得的点赞数作为社会代表评审专家的参考依
据。
一、高文华事迹简介
高文华是昌江区西郊街道公园路社区党支部书
记，她不仅是一位共产党员，在疫情发生后，更是

徐曙光

道路平坦、门房安全、宽敞舒适、环境宜人。近
日，走进位于沿河西路的滨江苑小区，这里改造一新
的环境让记者印象深刻。
借助全市“双创”工作的东风，昌江区西郊街道金
鱼山社区从今年 6 月份开始对滨江苑小区实施了提升
改造工程。小区路面进行了沥青硬化，原来坑洼不平
的地面没有了积水，路面变得整洁干净，垃圾桶规范
摆放在固定地点，垃圾清理及时，庭院内环境优美，秩
序井然。改变的不仅仅是路面环境，还对停车棚进行
了翻修，对停车位划线，一楼区域加装晾晒衣竿，楼栋
间新装路灯，加装门禁和大门自动车杆，停车有序、路
灯明亮、出行方便，小区管理员值班值守，不仅美化了
小区环境，为居民带来了便利，更增加了小区居民的
安全感和幸福感。
在滨江苑小区居住了 8 年之久的饶国民同时担任
该小区业委会管理员，见证了小区环境变化的“深

近日，笔者在一家饭店吃
饭时，看到邻桌一男子吃完饭
后，叫服务员将剩下的两个菜
打包回家，没想到旁边的妻子
却拉了拉丈夫的衣角说：“剩
下的菜又不多了还打什么包，
再说这么多人看到，难不难为
情？”“这有什么难为情的，自
己花钱消费，吃不完不打包多
可惜啊！”只听这位丈夫回答
道，然后很自然地打完包结完
账离开饭店。
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
在饭店看到这样的场景，有的
食客明明请的人不是很多，也
喜欢点上满桌子的菜肴，最后
吃不完。对于这些剩菜剩饭，
有的食客也许是出于怕麻烦，
懒得打包，也有一些食客明明
心里很想打包，却又碍于面
子，不好意思打包。所以，这
些剩菜剩饭最后只能由服务员
倒掉。再说，有时候大盘的鸡
鸭鱼肉，仅吃了不到一半，或
剩下三分之一，也照样统统倒
掉，让人觉得非常可惜。
“ 一 粥 一 饭 ，当 思 来 处 不
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各地纷
纷出台相关文件、开展“光盘行
动”，大力整治浪费之风，尤其
是公款餐饮消费浪费行为得到
了有效遏制。日前，习近平总书
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了
重要批示。他指出，餐饮浪费现
象，触目惊心、令人痛心！相关
数据显示，2019 年我国餐饮业
浪费率为 11.7%，大型聚会浪费
达 38%，我国每年在餐桌上浪
费的粮食，相当于 2 亿人的口
粮。
笔者以为，剩菜剩饭打包
并不难为情，食客去饭店酒家
吃饭过程中，除了事先适量点菜，不够了再增
加，从源头上有效避免多出剩余饭菜外。还要摒
弃那种“死要面子”的心理，养成勤俭节约，剩
菜剩饭打包的好习惯，使吃不完就打包成为一种
惯例，让勤俭节约，杜绝食尖上的浪费真正付诸
行动。

杜绝餐饮浪费，从主动﹃打包﹄做起

老旧小区的美丽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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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基层的最美“逆行者”。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
刻，顶得上、靠得住，主动请缨战斗在疫情防控一
线，毫不犹豫地赶赴“战斗最先打响的阵地”，奔
走在社区内的各个疫情防控点，为疫情防控筑牢基
层最坚实的防线。
疫情态势进一步向好后，高文华又马不停蹄地
社区、征收项目部两边跑，终因积劳成疾突发脑溢
血，于 4 月 27 日抢救无效离世，终年 53 岁。

二、点赞评议时间：2020 年 9 月 13 日至 9 月 23
日
三、点赞评议方式：
1、通过关注“中国文明网”→点击“专栏”→“点
赞好人”→“中国好人榜 9 月点赞评议”，→“按省
份”→“江西省”中“高文华”→“加入”→“点赞”进行
点赞评议；
2、每位网友当月对每位候选人只能点赞 1 次。

本报讯 （李晨旭 记者 查艳） 为了进一步提升辖区
内市容市貌质量，排除安全隐患，加快创文创卫工作步
伐，营造整洁、有序、规范、文明的城市环境，近日，
昌江城管局吕蒙中队重点对辖区内城市精细化管理各项
工作进行大排查、大整治、大提升。
行动中，吕蒙中队以文明劝导和文明执法的形式开
展，对辖区内主干道沿街商户挨家挨户的宣传城市管理
的各项规定。针对门前存在违规安装空调外机的商户主
动提示，告知其空调外机设置标准，要求其限期整改，
在规定时间未整改的，执法人员将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强
制处理，同时对于不理解的商户执法人员不厌其烦地向
其解释和宣讲政策及危害，以赢得商户的支持理解。活
动共计走访商户 80 余家，通知 32 户商户对违规空调外
机限期整改，整治一店多招 6 起、乱拉横幅小广告 33
处、出店经营 21 起。
通过此次行动，该局加强了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及
时发现和协调解决城市管理相关问题和不文明现象，切
实做好做细城市管理工作，使党员更加的接地气，吸取
基层民意和智慧，同时传递社会正能量，让人民群众得
到实惠。

市住建局

开展厉行节约主题宣传活动
本报讯 （施朱建） 为大力营造“节约光荣、浪费
可耻”的社会风尚，推动形成全社会厉行节约、反对
食品浪费的良好氛围，日前，市住建局深入开展“厉
行节约 反对食品浪费”主题宣传活动。
该局在第一时间组织会议专题学习了 《市直机关
工委关于厉行节约、反对食品浪费》 的通知精神，让
大家在思想上重视，行动上自觉，倡导节约，抵制浪
费。会议明确要求要认真抓好所属食堂的节粮管理，
严格执行会议、接待用餐规定，积极开展爱粮节粮
活动，全面减少餐桌浪费，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务
求取得实效。
同时，该局在机关走廊、楼道、食堂等公共区域，
张贴“厉行节约、反对食品浪费”内容的宣传画，通过 QQ
群、微信群、
“瓷都住建”微信公众号、局官网等新媒体平
台，发布“厉行节约 反对食品浪费”的倡议书，向市
住建系统的广大干部职工发出倡议，呼吁大家增强粮
食忧患意识，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把节粮爱粮行
为当做美德，形成习惯,努力做一名勤俭节约的实践者
和传播者，为建设节约型社会作出新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