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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为使用公共阳台 两邻居闹翻脸
鹤问湖社区耐心调解，
两家人重归于好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金璐）近日，
七里湖街道鹤问湖社区调解室内两位居
民握手言和，大家都笑着说多亏有社区
工作人员耐心细致的有效调解，解开大
家闷在心里几个月的心结，邻里间重新
言和，
使邻里关系更加和谐。
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事情还要从
春节后居民汪女士搬进新家后说起。汪
女士与邻居吴先生因为公共阳台使用问
题一直争执不下，原本门对门的两家人
吵得不可开交，双方产生矛盾分歧，引发
邻里纠纷，更影响两家人的正常生活。
由于双方僵持不下，始终达不成一致。
无奈之下，吴先生只好找到鹤问湖社区
工作人员，希望社区能帮忙调解此事，寻
求一个解决的好办法。
社区主任樊瑛在听取了各自陈诉及

诉求后，本着邻里好赛金宝，各退一步海
阔天空的原则，希望两户居民能妥善处
理好矛盾。为此社区工作人员分别多次
到双方家里现场查看，
耐心进行劝导。为
了更好地化解双方之间的矛盾，
社区工作
人员还特意召集社区调解专干将双方约
到社区会议室进行调解。在经过社区调
解专干耐心地劝导，
双方都认识到了自己
在处理问题上的不足，
表示邻里之间还是
需要互相理解，
最终两户居民终于达成共
识，共同使用公共阳台。此事圆满解决，
两位居民对社区工作人员耐心地帮助居
民解决邻里纠纷，
化解矛盾的工作态度表
示称赞。
“居民之间因小事产生矛盾，表现在
邻里关系上就是人们之间的理解和沟通
不够。作为社区工作人员必须用自己的

社区动态

湖中社区

60 余人游中华贤母园
真心、热心、爱心去化解这样的邻里纠
纷，我们应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邻
里矛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才能避免居
民邻里矛盾的升级，创建一个和谐的邻
里关系。社区樊主任说。
社区樊主任表示，近年来，社区一直
在调解矛盾纠纷工作上狠下功夫，平时
工作中增强社区专干的调解能力和调解
技巧，将居民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避免各类矛盾的激化。每次只要接到居
民反映情况，都会做到及时了解情况进
行调解，这样不仅发挥了重要调解作用，
更促进了社区秩序稳定，邻里之间和睦
相处。社区通过一次次的调解成功，扩
大了社区的影响力，增强了居民对社区
的认同感与凝聚力，为下一步社区更好
地服务居民打下了更坚实的基础。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李超铭）近日，
湖中社区开展了“魅力女性快乐巾帼”为主
题的游中华贤母园活动，增强她们的幸福
感。当天有 60 余人参加了此次游园活动。
参观过程中，大家认真聆听讲解员的
细致讲解，观看和学习历史书籍资料、观看
相关的文物展品，学习、感受与传承文化
之经典孝道文化与感恩文化。通过此次
活动，不仅使女同胞们陶冶了情操，拓宽
了视野，还感受到中华文化之精深，中华
母 亲 之 伟 大 ，弘 扬 中 华 贤 母 文 化 人 人 有
责，同时还增加了广大妇女同胞对生活的
热爱，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温暖。大家纷
纷表示今后还会一如既往地支持社区的各
项工作。

官牌夹社区

排查
“小散乱污”
企业

雨棚坠落悬空中 居民担忧不已
两亩地社区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本 报 讯（浔 阳 晚 报 记 者 金 璐 文 ／
摄）
“大风把雨棚刮下来，现在挂在那里十
分危险，大家从这里经过时都是胆战心
惊。”3 月 13 日下午，居民李大爷匆匆跑到
人民路街道两亩地社区反映。近日雨水
天气较多，港务局宿舍内一栋八楼的老
旧房屋，雨棚因年久失修出现破损，被大
风刮的支架都脱落了，哗啦一声从八楼
直接掉到了二楼的防盗窗上，现仅靠一
端挂在二楼随风摇摆，旁边还连着好几
根电线，给过往居民带来严重的安全隐
患，希望社区工作人员赶紧想想办法。
接到居民反映的情况后，社区主任黎
茂菊带着其他工作人员立即赶到现场查
看，在了解情况后，一边告知过往居民暂
时绕行，一边拨打了 110。110 民警到达
现场后因为没有专业的工具，一时也无
法作业。两亩地社区工作人员与民警进
行沟通后，决定马上联系消防人员。消
防人员到达现场，向社区工作人员了解
情况后，决定利用长梯、长竹篙在地面上
将雨棚钩下。社区联合民警、消防历经 2
个多小时，终于在傍晚 7 时许，消除了安

新村社区

开展消防知识讲座

雨棚掉落悬在空中，
社区与消防一起消除隐患。
全隐患，保障了过往居民的平安出行和
人身安全，受到在安全地带之外的围观
群众拍手称赞，纷纷为社区的高效率工
作点赞。

“社区及时高效地为我们老百姓又办
了一件大好事，解除了安全隐患，还给我
们一个好的居住环境。”李大爷高兴地说
道。

西二路社区为 4 户失独家庭送保险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金璐）
“感谢政
府的帮助，
社区的关心，
国家政策真好。
”
廖
维奇在社区一边填写保险表格一边激动地
说道。3 月 17 日上午，为了关爱社区失独
家庭，体现以人为本，照顾失独家庭，向阳
街道西二路社区为辖区 4 个失独人员办理
了泰康养老保险。
廖维奇告诉浔阳晚报记者，他今年 63
岁，妻子李美霞 59 岁，女儿 1984 年出生。

不幸的是女儿 2008 年 4 月在厦门因车祸
去世，这令夫妻二人很长时间走不出阴
影。正是有了社区的关心和帮助，现在基
本上恢复了生活正常化。
“ 社区不仅在生
活上给予我们关怀，现在又给我们买了养
老保险，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让我们
心里倍感温暖，我们一定要好好生活照顾
好自己。”
廖维奇说。
一直以来，西二路社区注重做好失独

家庭的救助工作，及时了解“失独家庭”所
需、所想，给予他们以精神抚慰和生活照
顾；与他们进行谈心沟通，让他们尽快走
出失独阴影；给他们心灵上的支持、生活
上的照顾和精神上的鼓励，用温情关爱失
独家庭，让他们尽早走出失去子女之痛的
阴霾。今后，社区将持续加大对失独家庭
的关爱力度，为失独家庭提供帮扶救助，
抚慰他们心灵上的创伤。

螺蛳墩社区为敬老院老人送温暖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金璐）3 月 17
日，向阳街道螺蛳墩社区学雷锋志愿者服
务队联合辖区爱心单位一共 16 人到开发
区福利中心看望慰问老人，让老人们充分
感受到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刚到敬老院，社区工作人员就忙开

本报讯（孔小佳 浔阳晚报记者 李超
铭）
“小散乱污”企业规模小、成本低、工艺
差、管理混乱，对生态环境危害性极大。近
日，滨兴街道官牌夹社区开展针对“小散乱
污”企业的摸底排查工作。
工作人员对辖区内 50 家店铺进行筛
选，对其中一些重点门店进行走访排查，对
涉及钣金与喷漆业务的 4 家汽车服务门店
进行详细了解与登记。安置小区楼下不锈
钢门窗加工点也成为摸底走访的重点对
象，对经营者的经营内容与服务范围进行
了逐一登记。
通过地毯式的上门摸底排查，
社区对辖
区商户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对于排查结
果，
工作人员进行登记造册，
并积极上报。

了，整理内务，陪老人聊天，给老人梳头、
剪指甲……大家忙得不亦乐乎，老人们脸
上也绽开了笑容。
“ 我们在这里生活得很
好，感谢你们这么忙还来看我们！”张伯伯
拉着工作人员的手甚是感动。
社区爱心单位还为老人们送来了米、

面、油、肉等生活必需品。
“ 人人都有年老
的时候，我们应该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老人们能安享晚年，是社会和谐的重
要指标之一。”社区主任贺晓娟说，希望更
多的爱心人士能关注“敬老养老”的公益
事业。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金璐）为进一
步普及消防知识，提高预防火灾、火场逃生
自救能力，3 月 15 日下午，在人民路街道新
村社区举办了一场“消防安全知识讲座”，
社区特邀相关人员对社区干部、社区居民
和志愿者进行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活动通过真实案例视频、幻灯片的方
式向大家讲述火灾发生后的严重后果及发
生火灾后的安全疏散与逃生知识，以此来
敲响消防安全警钟；同时提醒在场的每个
人，关注我们身边时刻存在着的安全隐患，
比如：煤气泄漏、电线老化、漏电、汽车火
灾、充电器火灾等等，当这些意想不到的灾
难发生时大家应如何进行自救。
通过此次讲座，让社区工作人员、社区
居民们深刻地认识到关注消防、珍视生命
的重要性；同时，也懂得如何在最佳时刻扑
灭初期火灾和自救逃生，加强了自我防范
意识，
切实做好火灾的预防工作。

南司社区

医务人员为居民义诊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李超铭）近日,
九江某医疗机构的专家们带着有关检查设
备、健康教育宣传资料来到浔阳区甘棠街
道南司社区，开展《服务百姓眼 健康光明
行》活动。
在义诊现场，前来咨询和检查的居民
络绎不绝。医务人员认真为老人检查眼部
疾病，并耐心细致地分析病情，讲解治疗和
预防的方法。一位老年白内障患者感慨地
说：
“社区把工作做得真细啊！把关爱老人
的健康服务做到了家门口。
”
这次义诊活动，医护人员认真细致的
服务态度，赢得了居民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