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爱心企业江苏肯地亚木业有限公司、昌河
海尔电器的负责人来到浮梁县寿安镇灵珠村，看望慰
问了家住该村宁家组的“瓷都好人”程冬林，给他送去
了瓷砖、电器和慰问金，以及对“身边好人”的关心与
关爱。

1970年出生的程冬林，由于文化程度低，又无一
技之长，一直以务农、打零工为生。家中86岁高龄的母

亲，患有心脏病、腰椎间盘突出等多种慢性疾病，一病
就是二十多年。起初，程冬林为母亲治病四处求医，无
奈经济条件有限，只能就近医治，效果都不太理想。
2006年，程冬林的母亲病情越发严重，卧床不起，此后
生活不能自理。从母亲患病起，照顾老人生活起居的
担子都落在了程冬林一人肩上。白天，他要到就近的
工地上干活挣钱养家，中午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给卧
病在床的母亲做饭，午饭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工地开
工。为了一心一意照顾好母亲，他至今没有成家。今
年，景德镇市2020年度“瓷都好人”评选，程冬林获得

“孝老爱亲好人”称号。
当两家爱心企业负责人了解到，程冬林家一直没

有像样的厨房，修建厨房存在困难后，立即行动起来，

给他送来了所需物品及慰问金。并表示，尊老敬老是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但是，说者易，行者难，许多人无法坚持做到的事，程冬
林做到了，二十余载不离不弃照料病榻上的母亲，他的
故事向人们展示了人世间美好的真情，家庭中善良
的美德。希望通过此次资助活动，积极践行企业社会
责任，弘扬孝老爱亲传统文化，彰显孝老爱亲光荣，
让更多人参与进来，传播正能量，在社会上形成尊重、
学习、关爱“身边好人”的良好风尚，将爱心传递下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友善强调公
民之间应该相互尊重、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友好和睦，努力形成社会主义新型的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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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钟愿）日前，市中级
人民法院组织开展了以“号声嘹
亮，青年文明号向祖国报告”为主
题的“青年文明号开放周”暨“诚
信兴商宣传月”活动。

活动中，该院青年志愿者们首
先进入新枫路社区，向社区群众宣
传法律知识、发放文明宣传手册，
并进行了问卷调查，收集意见建
议，发放口罩、纸巾等礼品。随
后，志愿者们与社区干部一起开展
了文明健步走活动，同时向周边居
民与商铺进行了诚信兴商宣传，通
过曝光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张贴人
民法院执行拍卖公告、公开消费领
域典型执行案例等方式，宣传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相关知识，弘扬诚实
守信社会风尚，助力文明城市创
建。

社区对志愿者服务表示感谢，
表示志愿者服务活动进一步提高了
群众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知
晓率和支持率，有助于提升社区文
明水平，有利于“五型化”政府建
设。

“我是1965年从南京迁移来到这边的，在这里已
经住了55年，从原先道路坑洼、路灯不亮、基础设施老
化，到现在全部都在改造完善，心里是真高兴，谢谢！”
日前，家住四三二一老旧宿舍的81岁的熊嫩秀老人家
开心地说。

老旧小区改造不仅关系到一座城市的形象，更涉
及千家万户，关乎民生需求。近日，笔者来到西郊街
道胜利社区，看看即将改造完工的四三二一老旧宿
舍。

四三二一宿舍于1980年建成，总住户750户，楼栋
30栋，面积为4.8万平方米。小区内基础设施齐全但

年久失修，同时存在屋顶漏水、化粪池老旧堵塞、外立
面破损严重、路面坑坑洼洼、部分绿化场地荒废等问
题，为小区的住户带来了很多不便，不仅影响居住环
境，也存在安全隐患。

笔者在现场看到，30栋房屋的外立面、房顶漏水
已经基本完工，还剩下小部分的房屋脚手架没有拆
除，施工人员带着安全帽正在有条不紊进行完善作
业。

据江西建工第三建筑有限责任公司曹总介绍，四
三二一老旧小区项目改造于今年6月动工，总投资
2000万余元，目前已经完成了70%，目前剩下道路硬

化铺上沥青以及周边绿化两个改造还没有进行，预计
11月底将全面改造完工。

小区改造赢得了群众的认可，采访中，不少群众
对此交口称赞，“四三二一宿舍已经建造40年了，政府
还帮忙改造完善，身边的环境越变越好，老旧小区改
造真是一件惠民的好事，现在住在小区很舒服。”汪碗
林老人欣喜地说。

聚焦群众关切问题，补齐民生短板。近年来，昌
江区委、区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改善居
民的居住环境，进一步提高群众地幸福感、获得感，把
四三二一宿舍打造成为全区老旧小区改造的标杆。

大力推进诚信建设

昌江区这个老旧小区有了新面貌
汪晓轩

爱心企业帮扶“瓷都好人”传递温暖
本报记者 查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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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吴磊莉）日前，市实验学校邀请市关工委
饶玉新为全校师生带来了一节生动的专题讲座。

本次讲座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
中国伟大抗疫精神”为主题。全面阐述了核心价值观24
个字的意义，同时结合今年疫情时期的许多感人事迹，
声情并茂地向同学们宣讲了中国的抗疫精神——人民
生命至上。让孩子们明白尊重他人，尊重生命，尊重
科学，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得起任何挑战。

本次讲座深入浅出的让学生对核心价值观有了新
的认知，对培养新一代接班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具有积极作用。

市实验学校

教育学生树立良好三观

高新城管

依法拆除9处违建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胡雁卿）近日，高新区城管

执法局加强“两违”巡查和管控，依法拆除9处偷建抢建
“两违”建筑，拆除面积共计约300平方米，及时将“两违”
建筑扼杀在萌芽状态。

高新城管坚守岗位，强化城市管理，加强“两
违”巡查，严格控制出现新增“两违”，确保“两违”
零增长。10月5日和10月8日，该局在高新公安、当地
村委会的积极配合下，在进行全面排查和依法告知的
基础上，安排机械设备和执法人员，分别对金桥村金
桥小组、古城村姚家嘴小组少数村民利用节假期偷建
抢建的未完工和已形成的共计9处违法建设实施了依法
拆除，真正做到了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制止，有效打
击了乱搭乱建不法行为，大大震慑了少数村民企图通过
违建达到骗取拆迁补偿款的侥幸心理，为下一步实施
依法征收节约了拆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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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程思璐 杨招华）为确保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工作高质量完成，做到人口普查数据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近日，珠山区太白园街道曙光
村社区工作人员、普查员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开展第七
次人口普查摸底工作。

为提升辖区内居民对人口普查的知晓率，该社区
采取“线上”“线下”“入户”相结合的方式，将实地
走访、电话采集、自主登记有机结合，全方位、多渠
道、广泛深入宣传，在入户摸底的同时，在老旧小区
和楼栋、物业小区进行公益广告和海报宣传，向广大
群众居民宣传人口普查的重大意义，营造浓厚的宣传
氛围，耐心地向居民解答相关知识，广泛深入地宣传
人口普查的重要性和要求，积极引导广大居民依法配
合普查。

曙光村社区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汪涛）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
施工，在南河防洪堤上一条由棕色透水沥青滨水骑行道
和蓝色发光透水沥青漫步道组成的瓷都绿道呈现在了
广大市民面前。一时间，前来此地“打卡”的市民络绎不
绝。尤其是在夜幕降临后，蓝色发光透水沥青路面变成
了一条绚丽多彩、充满梦幻的“星光大道”，惊艳了全城。

据悉，该项目总投资约500万元，绿道全长670米，

位于南河防洪堤堤顶，北起景德大道南侧，南至南河右
岸，东起602所大桥，西至湖田二桥，建设内容包括彩色
沥青堤顶休闲道路、防浪墙装饰、路灯及监控设施等。
棕色透水沥青滨水骑行道（防汛通道）和蓝色发光透水
沥青漫步道两条游线时而交织时而分离，形成自由变化
的动线，其间穿插线性公园，以自然式地被植物和观赏
草景观为主，注重四季的景观变化，营造烂漫、野趣的滨

河景观。绿道内部还设有三处主要停留休闲节点，营造
停留空间，其中结合驿站设计、花池坐凳打造大观景台
一处，小观景台两处。在广场及主要节点地面铺装加入
彩绘图案，凸显景德镇市花山茶花设计元素，同时融入
水文化、瓷文化、运动主体、自然植物空间等多种营造主
题和手段，叠加多样的主体元素，丰富滨水休闲空间，提
升城市功能和品质。

近日，我市在国际会展中
心举行2020年秋冬季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暨瓷博会疫情处置现
场模拟应急演练，提高我市今
年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能力。

目前境外疫情输入，对防
控工作带来巨大挑战。虽然我
市疫情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成
效，已进入常态化防控。但在
当前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下，
我们决不容半点松懈，必须时
刻严防死守，确保万无一失。
政府主动作为，各相关部门措
施跟进，广大市民应主动做好
个人防护。

笔者认为应从四个方面主
动做好个人防护。何谓主动，
就是不靠外力推动，自愿地、
自动地造成有利局面。就当前
来说，一是长假期间外出旅
游、探亲返市者，应主动向社
区居委会报告，社区居委会也
要主动上门采集信息、测量体
温，街道卫生站也要做到上门
巡检，如有情况应按程序及时
上报；二是乘坐公共交通时，
乘客要自觉地佩带口罩，不要
大声喧哗，避免吐沫飞扬，主
动地做好疫情防控；三是广大
市民到人群比较密集的地方，
要主动接受有关部门的规范管
理，也不要长时间的停留；四
是不要搞人员数量较多的大型
活动，主动避免增加疫情防控
的难度。

按照今年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部署，市
民们应主动做好个人防护，维护疫情防控大局，
是自身文明素质的体现；各部门主动作为，把工
作措施落到实处，是执政水平的提升。主动做好
个人防护和主动作为，都来自于担当，来自于责
任，来自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南河防洪堤上多了一处“打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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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取决于城市文化的积淀深
厚和传承创新。近年来，市住建局围绕着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的工作目标，上下同心，积极推进，践行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之
花处处开放。

领导重视周密部署
市住建局党组上下一心，始终围绕创文这一中

心工作不动摇，积极谋划、多措并举，确保各项工
作制度和工作任务的落实有条不紊，紧密衔接。多
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双创工作，强调今年创文迎检
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求大家要牢固树立大局
意识、服务意识，保证各项工作的延续。认真研究
分析《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制定了《市住建局
2020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方案》，对标对表，形
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一级抓一
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工作局面。

宣传发动营造氛围
去年，市住建局按照宣传教育工作的要求，对

标对表，扎实开展各项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住建系统从局机关到系统各单位，利用宣传栏、电
子屏游走字幕、微信群等多种形式积极宣传我市
双创双修工作，第一时间在微信群转发了 《景德
镇市民文明手册》。印发了《双创双修应知应会知
识点》，布置安排全系统开展了双创双修知识测
试。同时，该局开展建筑工地围挡公益广告督查，
按照创建测评标准的任务要求，从数量、内容、形
式等方面，在指挥部宣教组的指导下，对全市在建
工地和拆迁工地的施工围挡公益广告进一步规范、
达标。

精心安排全员参与
根据市双创双修指挥部的统一安排，自今年7月

开始，该局属12家单位的志愿者们，每天早晚准时
准点活跃在全市8处主要交通路口，营造安全、畅
通、文明、有序、和谐的交通环境。同时，严格按
照路长制巡察活动要求，制定了具体工作方案，由
于该局责任路段“昌南大道--古城路口”路程较长，

为了便于管理，该局将路段分为东西两侧共十个小
段，安排14家局属单位的志愿者分成多个小分队，
对责任路段常态化地开展巡察工作。2020年以来先
后两次共拨付经费5万元，用于社区建设。在国检期
间，安排了4家局属单位志愿者赴市景航社区，协助
社区做好宣传动员、环境卫生整治以及非机动车乱
停乱放整治工作。

加强督导夯实责任
该局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充分发挥督导作用，

认真落实市双创双修指挥部督办通知单的问题整
改，根据职能职责“对标入座” 督促责任单位抓好
整改落实，并及时向市双创双修指挥部上报整改回
复和整改效果，确保督办单件件有落实、件件有回
声。在全员参加的基础上，该局组织了四支检查队
伍，全天候分头开展对全市建筑工地、物业小区、
路长制巡察、交通志愿服务、社区共建以及系统内
办公区域环境卫生的检查，确保做到查缺补漏，形
成工作长效。在加强日常巡察工作的基础上，开展
专项督察工作，切实抓好问题整改，建好台账，销
号管理，形成常态化监管。

文 明 之 花 处 处 开
——市住建局创文工作纪略

谢 薇

精 神 文 明 创 建

近日，记者走进昌江区吕蒙乡古城村蛇垄里村小组，中心广场上响起欢
快的旋律，妇女们尽情地跳着广场舞。近年来，该村以“双创双修”为契机，深
入推进新农村建设，按照整洁美丽、和谐宜居的目标，全面推进改路、改水、改
厕、改塘等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活跃和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文明
和谐的农村精神风貌。 （本报记者 付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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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举措开展人口普查摸底工作

瓷都绿道 闪耀全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