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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湖街道

社区动态

40 个“创文”建议箱集思广益

湓浦街道

培训困难户家政服务技能
本报讯（张钱兴 浔阳晚报记者 余纯
桃）
“感谢街道工会为我提供这个机会，我
一定好好学习，争取提前拿到资格证。”近
日，来自浔阳区湓浦街道的困难户熊女士
在家政服务（月嫂）培训班上激动地说。
据了解，浔阳区湓浦街道针对社区一
些无资金、无技术的困难家庭，开办家政服
务技能培训班，从根本上解决困难家庭的
生活难题。培训班上，大家十分珍惜学习
机会，积极参与课程互动，学习母婴护理技
能，课堂气氛活跃。课程包括婴儿日常生
活护理、按摩催乳、婴儿沐浴、新生儿抚触、
潜能训练和早教等内容，受到培训班学员
的一致好评。
据了解，江西省总工会、九江市总工会
委托悦家家政职业培训学校的老师免费为
困难户妇女进行家庭服务业（母婴护理）培
训活动。全市共 150 多名贫困妇女在烟水
亭职工学校进行为期 7 天的培训，培训结
束经考试合格毕业后，学员们将拿到全省
统一的培训合格证和全国认可的初级职业
技能资格证书，并全部推荐就业。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余纯桃/文
欧阳海员/摄）近日，在全面开展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进程中，浔阳区白水湖街道在
花果园社区等 18 个社区首次投放了 40
个“创文”建议箱，收集居民的意见和建
议，广泛听取群众对白水湖街道创建文
明城市的意见和诉求，促进社区创文工
作再上新台阶。
据了解，白水湖街道在社区首次投
放了 40 个意见箱，鼓励社区居民们积极
参与到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中来。居民可
对街道文明创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
意见和建议，投递至建议箱中。建议箱
钥匙由社区办统一保管，定期派人开箱
整理，然后进行登记、分类、汇总，反馈给
街道创文办，并对居民反映的问题及时
整改，
解决实际问题。
白水湖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
居民的诉求或好的意见建议，街道实行

真情关爱患重病居民
本报讯（查剑霞）病魔无情人有情，居
民点滴放心上。11 月 2 日，浔阳区甘棠街
道南湖社区计生干部一行，前往医院探视
辖区患重病居民郑方方，把温暖带给这个
困难家庭。
据了解，家住浔阳东路 39 号中区 15 栋
的郑方方，今年 33 岁，在一次体检中，发现
患有结肠癌，她丈夫前几年患有肺结核，目
前还在治疗中，女儿在双峰小学读四年级，
原本幸福的家庭一时限入困境。
在医院，南湖社区计生协会郭会长询
问了郑方方的病情，郑方方由于结肠癌进
行手术，身体和心理都受到了一定的创伤，
家庭基本生活因治病而没有了保障。郭会
长代表计生协会给患者送上了水果和慰问
金，并鼓励她要勇敢对抗病魔、乐观面对生
活，争取早日康复，社区已经帮她家向民政
部门申请办理低保。郑方方向他们表示了
深深的谢意！
社区的点滴关怀虽然不能解决郑方方
一家的根本问题，但是代表着社区计生协
会的一份真情、一份厚爱。

文明城市也要多问问老百姓的建议，共
同打造“天更蓝、地更绿、街更净、路更
畅、水更清、城更美”
的城市文明新形象。

三角线社区联合执法部门和小区物业
本报讯（吕安琳/文 浔阳晚报记者
欧阳海员/摄）为深入推进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还辖区居民一个安全整洁的
居住环境，11 月 5 日，七里湖街道三角线
社区联合七里湖执法中队和沿浔 A 区物
业，共 10 名工作人员，共同对沿浔小区 A
区 A7 栋和 A10 栋之间的消防通道内停放
的一辆“僵尸车”进行拖离，
“ 挪窝”到路
边的停车位上，
排除了居民的安全隐患。
据笔者了解，近期，三角线社区组织
工作人员对辖区内一些长期霸占公共空
间、道路且长期不行驶而废弃的“僵尸
车”进行了摸排，并以张贴公告的形式告
知居民及时自行清理。这些“僵尸车”已
严重影响了小区的整治美观，也给居民
们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家住小区 A7 栋
一楼的居民刘先生说，有一辆白色轿车
长期停放在小区的消防通道口处，已有
几年时间了，消防通道作为生命通道，时
刻关系着居民的生命安全。
11 月 5 日下午，社区联合七里湖执法
中队、沿浔 A 区物业的工作人员，将这辆
长期停放在小区消防通道口的“僵尸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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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及时反馈；在居
民中广泛宣传争创全国文明城市是所有
市民共同的责任和义务，宣传如何争创

拖离挡在小区消防通道的“僵尸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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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建议箱受居民关注。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建议箱受居民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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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合力移车。
工作人员合力移车
。
移到了小区附近路边的停车位上。三角
上。居民们看到挡在消防通道多年的
线社区主任说，这辆小轿车已经停在小 “僵尸车”终于移走了，安全隐患排除了，
区消防通道几年时间了，社区这几年都
感觉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纷纷拍
在积极联系车主，但一直联系不上，为了
手叫好。
还辖区居民一个安全、整洁的环境，当天
据介绍，下一步社区将定期开展相
对这辆车进行拖离，但由于未找到车主， 关整治活动，力求将堆放问题彻底从辖
目前只能将车辆移至附近路边的停车位
区环境中剔除出来。

八角石社区：
组织居民改善小区环境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陈诚）为
持续做好文明创建工作，日前，浔阳区
甘棠街道八角石社区组织辖区内的工
商银行银苑宿舍居民开展了小区卫生
环境全面清扫治理
“大扫除”活动。
据了解，银苑宿舍之前并无业主
委员会，前段时间成立了业主委员会
并选出了业委会成员。因宿舍内树木
过茂，墙面广告较多且多年未清洗，还
有一些常年留下的卫生死角。为改善

小区内的生活环境，业委会成员组织
业主自发捐款购买清理宿舍环境的用
具，社区请来园林的工作人员将楼前
楼后的绿化带进行整体修整，并齐心
协力把垃圾死角清理干净。同时，社
区工作人员还向居民宣传文明创建工
作的重要性，并和辖区居民探讨环境
差的原因和治理措施。整场活动中，
居民们你修剪树枝、我清洗瓷板，一起
为建设小区的美好环境努力。

九针社区：
手拉手共建和谐家园
本报讯（吕安琳）为更好地丰富社
区居民文化生活，努力营造“人人关心
创建、人人支持创建、人人参与创建”
的浓厚氛围。近日，白水湖街道九针
社区党支部联合市环保局、市老科协
环保分会、浔阳区编办、彩生活物业在
辖区内举办了一场文艺汇演活动。
演出在歌曲《我爱我的祖国》中拉
开帷幕，随后歌曲《颂歌献给党》
《不忘
初心》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则

生动地展现了居民们对党和国家的热
爱和感恩；另外，优雅的诗朗诵、环保
局退休老干部的萨克斯独奏，精彩纷
呈，赢得了现场观看表演的居民们阵
阵掌声，活跃了社区人民的精神文化
生活。
据了解，此次活动的开展，丰富了
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热烈、欢
乐、祥和的氛围，为居民创造了一个和
谐、文明、健康、欢乐的社区大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