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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老马渡社区：

棚改困难户搬家 大家都来帮忙
本报讯（吕安琳/文 浔阳晚报记者 欧
阳海员/摄）
“我正在为搬家的事发愁呢，没
想到今天项目部的同志、社区工作人员和
邻居们都来帮我搬家，十分感谢他们！”10
月 9 日上午，家住普云路 2 号 6 单元 201 室
的徐大姐高兴地对笔者说，家里搬家的难
题解决了，这离不开大家的帮忙。
据了解，普润路地块旧城（棚户区）改
造项目部自今年 5 月 30 日正式启动签约工
作，项目部工作人员在摸底工作中，发现有
个别老党员和低保户家庭比较困难，便常
常在日常生活中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项目部还在端午节和中秋节走访慰问老党
员和困难家庭，为他们送上了大米、食用
油、月饼等慰问品。
徐大姐告诉笔者，她居住在普云路 2
号近 20 年，丈夫 10 多年前因脑出血导致瘫
痪在床，生活无法自理，她也没办法工作，
家里仅靠低保金度日，一直以来，邻居和社
区都十分关照她，社区逢年过节都会去她
家看看，邻居们也时常到她家帮忙。眼看
着周边邻居陆续搬走，徐大姐犯了难，孩子
工作太忙，较少回家，家里的大件家具不
说，光是小物件就够她发愁了。棚改项目
部的同志在了解她家的困难情况后，主动
提出帮她搬家，社区工作人员和老邻居们
也相约搬家那天一起过来帮忙。
10 月 9 日上午，天空正下着毛毛细雨，

大家一起帮徐大姐（中间提袋子者
中间提袋子者）
）搬家
搬家。
。
项目部和老马渡社区工作人员及两个老邻
居一同来到徐大姐家中，大家不怕脏、不怕
累，一边打包、一边搬运，和搬家公司的工
人一起忙得热火朝天。经过近两小时的忙
碌，大家终于将徐大姐家中的家具等物件
全部搬运至新家中。

邻居吴女士说，大家同在普云路居住
也有十余年时间了，已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虽然大家以后不能住在一块，但十几年的
感情不会变，以后可以经常出来聚一聚；搬
家结束后，徐大姐紧紧握住老邻居和社区
工作人员的手，
一一表示了感谢。

社区动态
园艺、
二马路两社区
成文明城市创建参观样板
本报讯（刘高兴 浔阳晚报记者 余纯
桃）10月9日，
开发区园艺社区、
二马路社区
迎来一拨特殊客人，市房产局副局长王帮
志带领各保障房小区负责人和机关帮扶科
室负责人共30余人前来学习考察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学习和借鉴两社区创建工作的
先进经验，
探索创建工作的好方法，
找准本
单位在创建工作中存在的差距和不足，理
清创建工作思路，优化创建措施。
园艺社区、二马路社区先后介绍了文
明单位创建工作方法和经验，领着客人现
场查看了社区内的环境整治、综合文化服
务中心建设、公益广告设置、文明创建资
料等。
市房产局一拨人表示，通过参观学
习，不仅打开了思路，更坚定了文明单位
创建工作的信心和决心，同时，找到了自
身在创建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下一步，将
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对标先进，结合本
部门和行业实际，严格对照文明单位创建
标准和测评要求，活学活用，抓好文明创
建工作落实、落细工作，力争通过自身努
力，补齐创建工作短板，为我市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马路社区：

组织老年人免费体检
本报讯（谭艳红 浔阳晚报记者 张新
红）为进一步提升居民对自身健康的认
知，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提高
居民健康生活品质，日前，滨兴街道一马
路社区联合滨兴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免 费 为 辖 区 内 65 岁 以 上 老 年 人 体
检，并积极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面
落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与惠民
政策。
活动前，为让更多居民参与体检，社
区工作人员通过在辖区内张贴通知、发
放体检宣传资料、推送微信等渠道进行
广泛宣传，邀请老年人体检。此次体检
主要针对 65 岁以上的老年居民，体检项
目包括测血压、测血糖、健康咨询等。体
检现场，前来咨询和诊疗的老人们络绎
不绝，纷纷表示对这次活动很满意，
“平
时医院人很多，量个血压也要等很久，这
次活动,我们能够一对一地与医生沟通，
心里很高兴。
”

督府巷

渐行渐远
的记忆
实习生 陈俊宇
浔阳晚报记者 余纯
桃/文 欧阳海员/摄
“糖葫芦,好吃的糖葫芦；正宗九江
菜味道绝对正宗”、
“小孩衣服鞋子便宜
又好看……”曾经熟悉的叫卖声逐渐远
去，如今，改造中的这条小巷，历史的痕
迹依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很多市民也
不曾忘记那条叫督府巷的小巷曾经的
辉煌。
督府巷位于浔阳区甘棠街道辖区，
南连大中路，北与柴桑支路交会，全长
200 米不到，但就是这条小巷，却承载着
自三国而来的厚重历史与民间传说。
对于督府巷名字的由来，当地居民流传
着这样一种说法，相传三国时期周瑜的
督府建在九江，这条小巷是通往周督府
的必经之路，因而得名督府巷。这条从
古至今都是九江繁华之地的小巷，如今
却随着老城区棚户区改造工程建设，淡
出了人们的视线。
督府巷电磁场宿舍原住居民陈先
生介绍，督府巷从三国时期开始就比较
繁荣，但上世纪 80 年代计划经济时期，
九江外来人口不多，巷子没落了一些，

督府巷。
督府巷
。
显得比较萧条。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个
体经济开始发展，督府巷慢慢恢复了原
有的繁华，各种小商铺如雨后春笋般建
立起来，督府巷商圈初成规模，给周边
居民带来了商机和生活上的便利。
2001 年，督府巷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繁华，以小商品、餐饮业为主的商业圈
十分繁盛，200 米不到的小巷有 100 多家
商户，来往客人络绎不绝，生意火爆。
后来因为网上商城的冲击，房屋建筑的
老化，这条巷子渐渐跟不上时代，显得
暮气沉沉。
现在，政府实行老城区危房改造工
程，督府巷的危房基本上被拆除了。年
逾古稀的梅大爷告诉浔阳晚报记者，整
条巷子的居民都已搬离这里，住在政府
盖的安置新楼，生活环境有了很大的改
善，但有些上了年纪的人，总想着要回
督府巷看看。梅大爷时常回忆在督府
巷的日子，更期待它以全新的面貌重塑
辉煌。
老家是鄱阳的童老板在督府巷创

业 17 年，从事劳保用品和小商品行业，
2017 年因为拆迁，店面搬走了。其表
示，在督府巷做生意还是很好做的，虽
然同行很多，但大家既是对手也是朋
友，互相竞争又相互合作，而且政府还
给予了很好的政策支持，比如减免工商
地税等。在此经商多年，童老板对督府
巷有了一定的感情，现在还经常关注督
府巷建设的情况。童老板说，督府巷位
置很好，如果督府巷建设好了，自己还
想把店开回去。
据 八 角 石 社 区 齐 主 任 介 绍 ，督 府
巷的拆迁工作已经完成，现在处于建
设 阶 段 ，社 区 计 划 建 设 成 休 闲 广 场 ，
用于附近居民休闲娱乐，也便于社区
开展活动，目前此计划正在上报协商
之中。
附近居民期待督府巷重新成为九
江的繁华之地，同时也希望这个小巷能
建出它的特色，保存古色古香的韵味，
让现代建筑融合这条小巷厚重的历史
色彩。

庐峰社区：

开展反家庭暴力宣传
本报讯（吕安琳）为提升社区妇女维
权意识和维护妇女合法权益，关注社会流
浪乞讨儿童，近日，九江市婚姻家庭协会
走进甘棠街道庐峰社区开展
“拒绝家庭暴
力，共筑幸福家园”受家暴妇女及流浪乞
讨儿童教育矫治项目宣传活动。
活动中，市婚姻家庭协会会长向社区
居民介绍了本次活动的内容及目的，并向
大家介绍了婚姻家庭协会的发展历程和
幸福家庭的重要性。接着，婚姻家庭咨询
师、心理咨询师、律师分别就社区居民提
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一对一、面对面的咨
询和解答。活动现场还通过发放宣传折
页、门型展架、游戏互动等形式吸引居民
的参与和了解。
此次宣传活动的开展，有助于让社区
居民进一步了解了项目的服务内容，营造
社会各界关注和关心受家暴妇女和流浪
乞讨儿童，对于构建和谐幸福家园具有重
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