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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每日背个小喇叭牵父亲遛弯
社区动态
湓浦街道：

召开 2018 年度
政协工作座谈会
本报讯（张钱兴 浔阳晚报记者 陈诚）
4 月 13 日，浔阳区湓浦街道召开 2018 年度
政协工作座谈会。会上，湓浦街道政协联
络处对 2017 年的相关政协工作做了总结，
并对今年的有关工作做了安排。浔阳区政
协有关负责人参加了座谈会并讲话，湓浦
街道党工委有关工作人员应邀列席会议，
辖区 26 位区政协委员参加座谈。
与会人员围绕发挥委员主体作用、提
升委员履职水平、扩大委员知情范围、加强
委员学习培训等内容畅所欲言，并结合自
身 实 际 ，提 出 了 很 多 建 设 性 的 意 见 和 建
议。据介绍，本次会议为辖区发展中的重
点、热点、难点问题，提出了很好的工作思
路和方向。

庐峰社区:

人大代表进社区
宣讲
“两会”
精神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陈诚）4 月 13
日，浔阳区甘棠街道庐峰社区邀请全国人
大代表、柴桑区新合镇涌塘村党总支书记、
村委会主任李洪亮宣讲全国“两会”精神。
会议由庐峰社区主任、党支部书记朱艺芳
主持，甘棠街道人大工委主任程红，甘棠街
道办事处副主任向惟涛、区人大代表刘凤
林、街道各社区负责人、庐峰社区全体居干
及居民代表近 50 人到场认真聆听。
宣讲中，李洪亮结合自己参加全国“两
会”的感受、体会，介绍了全国“两会”的盛
况，并结合具体情况谈了自身感受。同时，
李洪亮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全国“两会”精
神传递到在场的每个人心中。在场聆听人
员深受鼓舞，他们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工作
中，将继续立足本职，密切联系服务群众，
为构建更加和谐的社区作贡献。

一马路社区：

学习全国
“两会”
精神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陈诚）为认真
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近日，开发区滨
兴街道一马路社区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
组织全体党员集中学习，会议由社区党支
部书记任峥芳主持。
学习会上，大家纷纷畅所欲言并表示，
在认真学习方面，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在
广泛宣传方面，要让全国“两会”精神深入
人心；在狠抓贯彻方面，要把学习贯彻全国
“两会”精神与社区各项工作有效结合起
来，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发展的思
路，推进工作的措施，为做好下一步工作进
一步明确努力的方向。

浔安社区：

为居民做免费眼科检查
本报讯（吕安琳）近日，甘棠街道浔安
社区联合中山爱尔眼科在辖区举办了一场
“敬老光明行”白内障公益活动，为辖区的
老人做免费眼科检查。
此次检查项目包括：视力检查、眼底检
查等，一大早，就有不少老年人在社区排队
等候检查，医护人员每检查一项，都耐心地
为老人们讲解眼睛目前的情况以及平时护
眼要注意的事项。
活动结束后，老人们表示能在家门口
进行免费的眼科检查真是太好了，既实惠
又方便。据了解，浔安社区长期以来有效
整合社会各界服务资源，为更好地关爱辖
区老人而努力。

智障女孝心感动新村社区居民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张新红）人民
路街道新村社区居住着一名智力障碍的居
民，
但她也有一颗孝敬父母的善良之心，
而
且还热心社区公益，感动了社区不少居
民。她就是中年妇女吴邦琴。
新村社区书记说，在社区工作印象
中，
吴邦琴是一名享受低保的智力障碍人
士，而且丈夫与女儿也有这方面的问题，
以前还有退休老父的帮助，不料几年前，
她父亲患上了帕金森病，行动越来越不
便，
脑子也逐渐模糊起来。在人们固有的
印象里，智力障碍者都需要别人照顾，更
别提照顾他人了，但社区书记却发现，吴
邦琴却在用自己的方式照顾老父亲，
虽然
微不足道，
但也感人。
新村社区在老城区，居民房密集，道
路狭窄拥挤，每日上午和下午，人们都可

以在羊肠小道里看到吴邦琴背着一个小
喇叭，放着音乐，手牵父亲遛弯。在音乐
的感染下，吴邦琴手舞足蹈，跳着自己的
舞蹈，一边的老父亲虽面无表情，但看得
出内心的欢快。父女俩慢慢走着，音乐
在巷弄里飘荡，惹得一些人家出来打声
招呼：
“ 吴邦琴，带父亲散步呢！”吴邦琴
呵呵笑，带着父亲蹦蹦跳跳走远，一路乐
声不绝。
社区书记说，吴邦琴的父亲患病几
年，长期坐着对身体不好，她猜测吴邦琴
心里可能也知道父亲多走动对身体好，
所以就经常带着父亲出来。在偶然发现
吴邦琴这一举动后，她特意观察了一段
时间，发现吴邦琴经常做这件事，让她这
个社区书记都挺感动的，因为这是一个
智障女的孝心。

在社区居民眼中，吴邦琴虽然是个
智障者，但她也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好居
民。在吴邦琴出门遛弯时，她还会注意
墙壁上的牛皮癣，看到就会撕掉，如果发
现有人贴小广告，还会上前制止。前不
久，吴邦琴就亲自抓住了一个贴小广告
的人，自此之后，她对社区的公共卫生也
更加上心，一看到疑似贴小广告的人就
前去制止。另外，社区有什么活动，她也
积极参与。社区书记说，2018 年雨雪天，
社区组织居民扫雪，吴邦琴不请自来，得
到居民的一致称赞，大家都夸她是个好
姑娘。
社区书记说，虽然吴邦琴有智力障
碍，但并非什么事都不清楚，也有常人的
孝心和热情。她给社区带来了感动，是
值得大家学习的好人。

“一路有你”志愿者结对帮扶孝心智障女
本 报 讯（浔 阳 晚 报 记 者 张 新 红）
2018 年新春之际，九江“一路有你”公益
志愿者曾走访慰问了人民路街道新村社
区的一些困难家庭，其中一名有智力障
碍但孝心满满的居民引起了他们的注
意，决定一对一帮扶。4 月 12 日，
“一路有
你”公益志愿者们再次来到这名居民家
中，在带去米油表示慰问的同时，在社区
的见证下正式与其结对帮扶。
受资助帮扶的居民住在新村社区老

城区，名叫吴邦琴。社区书记介绍，吴邦
琴是名智力障碍患者，结婚生有一女，也
有智力障碍问题，其丈夫有同样的问题，
属于困难家庭，而且她父亲前几年患上
了帕金森病。
2017 年 12 月，九江一群热心公益的
志愿者成立
“一路有你”
公益组织，
在了解
到吴邦琴家的情况后，
就有了结对帮扶的
想法，今年 4 月 12 日，他们正式将吴邦琴
结成长期帮扶对象。当日，
“ 一路有你”

公益志愿者 10 余人来到新村社区。他们
提着米和油走进吴邦琴家，看望她的父
母。吴邦琴见到大家心情非常激动，不
停用手擦眼泪。志愿者们先了解吴邦琴
家的近况，并承诺今后会常来她家，帮助
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 一 路 有 你 ”公 益 组 织 的 舒 会 长 表
示，今后每个月他们都会到吴邦琴家来
看望，帮忙解决一些问题，让她的家庭生
活能够宽松一点。

相关新闻

向湖社区：
无障碍改造便利残疾人生活
本报讯（沈李娜 浔阳晚报记者 张
新红）为方便残疾人生活，开发区滨兴街
道对辖区内的部分公共设施和残疾人家
中的一些设施进行了改造。日前，开发
区残联联合滨兴街道民政科对向湖社区
残疾人无障碍改造项目工程进行验收，
称赞他们为残疾人做了件大好事。
为让辖区残疾人出行无障碍，
生活无

阻拦，向湖社区按照“标准化、人性化、个
性化”要求，实行“一户一策”
“量体裁衣”
式个性化设计，实行方便生活、功能多样
的科学改造。残疾人吴文祥视力有障
碍，工作人员深入他家了解情况，结合其
生活实际，帮其改造了厨房。改造后，整
个厨房变得干净整洁。对此，吴文祥十
分感谢，
说生活比以前方便多了。

工 作 人 员 表 示 ，改 造 要 以 贫 困、急
需、重度残疾人家庭为重点，以提高残疾
人生活品质、增强生活自信为目标，高质
量完成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任务，让
更多残疾人受益于无障碍改造民生政
策。在这样的要求下，向湖社区高质量
完成无障碍改造，在当日的验收中也得
到高度肯定。

与辖区共建单位分工协作清理卫生死角

他们不怕脏不怕累美化
“家园”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陈诚 文/摄）近日，
浔阳区甘棠街道新公园社区与辖区共驻共建单
位区人社局的工作人员联合开展了以“美化家
园，从我做起”为主题的义务清扫辖区卫生活
动。工作人员拿着铁锹及扫帚，前往南湖支路
23 号湓浦宿舍清理卫生死角和楼栋外的垃圾。
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南湖支路 23 号湓浦
宿舍的位置低，一到下雨天就容易产生积水，加
上一楼住户又私装铁门和围栏，导致宿舍楼后
面杂草丛生，生活垃圾、建筑垃圾成堆，并到处
是生活污水。查看情况后，工作人员分工协作，
除草的除草、清理垃圾的清理垃圾，他们的鞋子
和裤脚上都沾满了淤泥，手掌更是“面目全非”；
然而，工作人员毫无怨言，不怕脏、不怕累，对湓
浦宿舍周围的杂草、建筑垃圾、废旧杂物等进行
了全面清理。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赢得了小
区居民的好评。经过一下午的清理，湓浦宿舍
的卫生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新公园社区及区人社局的有关负责人表
示，通过拉网式集中清理行动，辖区的卫生死角
清除了，人居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同时，他们希
望更多的辖区居民能参与到社区建设与卫生环
境管理工作中，把家园建设得更美好。

相关新闻
三角线社区：

整治环境卫生

除草。
除草
。

本报讯（崔学文 吕安琳）为进
一步综合整治城乡环境，近日，七里
湖街道三角线社区联合七里湖执法
中队、深圳升阳升清洁服务有限公
司、七里湖环卫所、沿浔村、博爱聋
校对博爱聋校周边道路进行环境整
治。
环境整治现场，
安排了一辆推土
机对堆积在道路上的砖头和石子进
行清除，
各单位工作人员对路面进行
了清扫，最后，洒水车将路面冲刷干
净。历经两个多小时的辛勤劳动，
学
校周边脏、乱、差问题得到改善。
据了解，此次活动，得到了社会
各界和辖区居民的大力支持和一致
好评，为打造新时代安全文明、整齐
有序、干净美丽浓厚的校园及周边
环境作出了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