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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吐槽宠物狗频繁
“亮相”公共场所

文明养宠,遛狗请拴绳
塔岭北路
浔阳晚报记者 金璐/文 徐田刚/摄
如今，养宠物狗的家庭越来越多，在多数市
民看来，
“ 狗通人性”且又多是自小养大，也将宠
物狗视为家庭成员之一，在出入一些超市、商场
等公共场所时也带着宠物狗相伴而行。可对于
这种“温情”的一幕，昨日浔阳晚报记者在多家商
场超市调查走访时了解到，大部分市民认为公共
场合携带宠物是一种不文明行为，希望养狗人士
爱狗不忘把“文明”
一起带上。

早餐店占道经营
居民出入不方便

不少人带宠物逛超市。
不少人带宠物逛超市
。

宠物随意出入餐馆、
超市、
商场
“外出就餐本来是件愉快的事
情，可吃着吃着，脚下突然窜出一只
狗，心情就大不一样了。”前几日，市
民吴女士和朋友去一家餐馆吃饭，饭
菜刚上来，忽然就听见狗的叫声，她
低头一看一只泰迪犬正在她脚边蹭
着，吓得她直喊服务员。
“ 最后饭都没
吃好，
就匆匆离开了。”

不仅是在餐馆，
超市、商场也经常
能看到宠物。不少市民把小狗打扮得
漂漂亮亮的，
抱在怀里，
也有不少狗拴
着绳，
但不少市民看到狗后都避开。在
超市内，
还不少宠物坐进购物车，
跟着
主人一起购物。不少市民表示，
购物车
被宠物狗坐过，
十分不卫生，
很难接受。
浔阳晚报记者走访一些超市、
商场

等公共场所时发现，
大多数公共场所都
有悬挂禁止宠物狗进入的标识。
“现在，
顾客携带宠物逛街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了。
”
一家商场工作人员无奈地说，
虽然
门口挂着不允许携带宠物的标识，
他们
也多次劝阻，
但总是有顾客对这样的规
定视若无睹。
“如果顾客不听劝的话，
我
们也没办法，
又不能赶顾客出去。
”

市民各执一词 多数反对
浔阳晚报记者在走访调查中，通
过对不同阶层的市民采访了解到，对
于携带宠物狗进入公共场所的现象，
市民各执一词。
带着宠物逛商场的陆先生表示，
自
己小狗非常乖，
是不会伤人的，
而且给
它打过疫苗，
隔一阵子就会给它洗澡。
进去商场的时候非常注意，
基本都是抱
在怀里，
干扰到别人的可能性非常小。

陆先生觉得，
只要自己的狗狗没有影响
到别人，
就可以带着它逛商场。刘女士
是一名爱狗人士，
她所养的宠物狗体形
娇小，
每次出门都会将狗带上。在她看
来，
带宠物进出公共场所时，
只要得当，
绝对不会出什么问题。
浔阳晚报记者随机采访的 20 名
市民，其中半数以上市民反对携带宠
物狗进入公园或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采访中多数市民看来，这种现象
属于不文明行为的范畴。
“ 其实很多
人不是因为讨厌狗，才反对别人带狗
进公共区域，主要是因为万一宠物狗
有传染病，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会
给他人带来健康隐患，且如果宠物狗
随地大小便，也会影响环境卫生。公
共场所携带宠物狗进出，实在是不太
文明。”

起、从点滴做起，提升自身的素质，这
样才能让大家在文明中与宠物共享
一片蓝天。”黄先生说。
“宠物主人注意文明养狗，理性
爱狗，养宠物与讲文明就不会冲突。”
市 民 兰 女 士 说 ，自 己 也 养 了 一 只 小
狗，但是对于一些禁止狗狗入内的场
合，她都会特别注意不带狗狗进去，

不去影响他人。为此，她也呼吁宠物
主人在享受乐趣的同时，做一个负责
任的主人，尊重、照顾其他人的感受
和利益，文明养宠遛狗请拴绳，及时
清理狗在外面排泄的粪便，狗狗大叫
影响别人休息时请及时制止，不要携
狗坐公交、进餐厅、逛商场，共同维护
良好的公共环境。

莫忘“文明”二字
采访中，
不少市民表示狗是人类的
好朋友，
对其宠爱情理之中，
可主人们
在宠爱的同时还是应当注意场合。养
狗人士理应将别人的感受和安全放在
心上，
不能只顾自己开心，
主人对宠物
的溺爱时，
更应时刻想着
“文明”
二字。
“宠物文明不文明，宠物的主人
起到关键作用。宠物主人从小事做

九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关于北司路道路改造工程全封闭施工的通告
北司路道路改造工程是市委市政府 2018 年中心城区重点城建项目之一，该项目除
道路改造外，还包括供电部门杆线迁移，水务部门管道改迁，燃气公司天然气管道施工等
内容。为确保项目施工顺利进行、保障交通安全，经研究，在施工期间对北司路实行全封
闭施工，禁止一切机动车辆通行，现将具体施工时间和路段通告如下：
一、施工时间：
2018 年 9 月 18 日至 12 月 31 日，
遇雨顺延。
二、施工路段及施工方式：
1、施工路段：
北司路施工路段南起庐峰东路，
北至塔岭北路，道路全长 470 米。
2、施工方式：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机动车辆通行，车辆请从庐峰路、庐峰东路、
浔阳东路、塔岭北路、滨江路、信华城市花园、灌婴路等道路绕行。
施工期间，请机动车选择合适的路线绕行，行人、非机动车行经施工路段时请注意安
全、服从交通标志标牌和现场指挥人员的疏导指挥。施工带来不便之处，敬请谅解，望广
大群众积极配合。
九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2018 年 9 月 12 日

早餐摊点占了人行道。
早餐摊点占了人行道
。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余超/文 徐田
刚/摄）9 月 12 日，市民黄先生向浔阳晚报
记者反映，塔岭北路有早餐摊点占道经营
的现象，造成附近居民出入不便，就餐市民
丢下的纸巾十分影响市容市貌。
9 月 12 日 8 时许，浔阳晚报记者来到塔
岭北路，沿街看到有几家早餐店在售卖早
点。由于店面狭小，其中一家早餐店将五
六套桌椅摆在人行道上，不少顾客正坐在
那里吃早点。浔阳晚报记者留意到，早餐
店周围地上扔满了纸巾，有一些食物残渣
也掉落在地面，造成人行道污渍斑斑。同
时，由于该早餐店占道经营，步行的市民均
得绕行非机动车道，而非机动车道上又设
有公共停车位，经常有车辆驶过并停放，看
起来十分危险。
“小孩子都知道讲卫生，他问我为什么
早餐店环境这么脏。”正送儿子上学的蔡女
士，呼吁执法人员多管管这些早餐店。

共青城农村
“小喇叭”奏响乡村振兴主旋律
本报讯（熊敏 浔阳晚报记者 吴业园）
近年来，沉寂许久的农村“小喇叭”广播在
共青城市各个行政村开始重新响起。今年
以来，共青城市积极筹资，实现了该市行政
村农村广播“村村响”全覆盖，打通政策宣
传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提升了宣传思想
工作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 小喇叭”在脱贫
攻坚、乡村振兴、移风易俗等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奏响乡村振兴主旋律。
一年前，
“85 后”彭泽小伙方维来到共
青城市香山村驻村当第一书记。刚驻村的
时候，他连村民们说的话都听不懂，更别提
和村民们沟通了。因为吃住在村里，
傍晚在
村中散步的时候，
他发现村民在茶余饭后的
时候都喜欢搬一把长板凳，
一起听听大喇叭
广播。方维就寻思着，
如果通过村里的小喇
叭广播宣传扶贫政策，
那应该听到的人更多
了。说干就干，
方维随即就与苏家垱乡广播

站联系，
希望能得到广播站的支持。方维告
诉浔阳晚报记者，
他的工作单位是共青城市
金融办，驻村当第一书记一年多年来，他发
现农村的老百姓都很善良，但是在金融诈
骗、
非法集资等方面的安全意识薄弱。
“金融
办通过‘村村响’广播将宣传资料用村民耳
熟易懂的语言传播给村民们，
大大提高了他
们的金融安全意识。
”
据悉，共青城市农村广播“村村响”广
播分为日常广播、紧急广播、定时广播等形
式，每天早上 6 时 30 分到 7 时转播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新闻与报纸摘要》、7 时到 7 时
30 分转播《早新闻·新闻快》、中午 12 时到
12 时 30 分转播《午间半小时》，18 时 30 分
到 19 时 转 播 各 地 人 民 广 播 电 台 联 播 节
目。此外，如遇突发事件，比如恶劣天气预
警，均可以通过广播及时发布突发事件、恶
劣天气预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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