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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途径宣传禁止高空抛物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陈诚）高空抛
物一直是市民所关注的问题，然而，这种现
象屡禁不知，常有发生。近段时间以来，浔
阳区甘棠街道城南社区联合南湖国际小区
的物业，
商讨解决高空抛物的问题。
为解决问题，社区与物业通过多种宣
传方式告知居民切勿高空抛物。首先，社
区在南湖国际每栋楼的电梯门和旁边张贴
温馨提示；其次，在每栋楼的大厅内张贴禁
止高空抛物的公益广告；同时，在每栋楼的
便民信息栏中张贴禁止高空抛物的通知。
不仅如此，社区还在每层楼张贴禁止高空
抛物的通知。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希望辖
区居民积极参与，拒绝高空抛物、坠物，共
同建设和谐的居住环境。

这家人用行动感染着身边人
家住濂溪区东方紫薇城小区居民吴继
仁是一位有着 10 年党龄的党员，也是五里
街道浔东社区一名热心参加各类社区志愿
服务活动的志愿者。当前，正是创建文明
城市阶段，吴继仁充分发挥着一名优秀共
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感染、带动身边更多的居民加入到志愿
服务活动中来。同时，他也为自己的小家
努力付出，与家人互相支持。

□ 余国栋 吕安琳/文
浔阳晚报记者 欧阳海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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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公益 连续两晚为 4 栋楼居民发放文明手册

官牌夹社区

组织冬季安全宣传
本报讯（宗鑫 浔阳晚报记者 张新红）
日前，滨兴街道官牌夹社区深入居民小区
和临街铺面，广泛宣传《安全生产法》，做好
冬季安全防控工作。
为使《安全生产法》深入辖区人心，官
牌夹社区结合实际，在辖区各经营门点开
展宣传，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同时，工作人
员还耐心解答居民提出的相关法律法规问
题，并通过滚动电子显示屏的方式，向居民
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另
外，正值冬季，工作人员在做好宣传的同
时，对辖区各经营门点也开展了冬季火灾
防控的宣传，告知各经营门点负责人做好
安全隐患自查，杜绝火种。

西二路社区

为百岁老人庆生
本报讯（吕安琳）12 月 5 日，细雨蒙蒙，
向阳街道西二路社区工作人员依照往年惯
例，拿着寿桃生日蛋糕和水果、牛奶，来到
利江花园 4 栋二单元的宛懋筠婆婆家里，
婆婆是 1916 年 12 月 5 日出生，今年已经
102 周岁高龄了。
据了解，这几年，社区年年都为老人过
生日，每逢重阳节时，都上门关心慰问老
人；老人目前跟儿媳、孙子一家人生活在一
起，生活平静祥和，
与左右邻居和睦相处。
对于社区工作人员的到来，宛婆婆非
常高兴，她说，生活越来越好，今年腿脚不
利索了，
家里人对她很照顾。

吴继仁说，他是天津科技大学建筑系
毕业，现在濂溪区浔南大道经营着一家装
修公司，自 2008 年在大学入党后，他时刻
都记着作为一名党员，做任何事都要起到
模范带头作用，所以平时他就积极参加各
类献爱心活动。自 2016 年底加入浔东社
区志愿者服务队后，他便积极参加社区组

织的各类志愿服务活动。
据社区虞主任介绍，吴继仁自加入志
愿者队伍后，基本一次不落地参加活动，
不论是清理垃圾死角、铲“牛皮癣”、帮助
贫困家庭，他都非常积极。记得有一次社
区要在小区每户家庭发放市民文明手册，
由于白天大部分居民都在上班，所以社区

工作人员只能利用晚上休息时间发放，小
区共有 30 多栋楼，一家一户的发放，需要
的人力非常大。吴继仁在了解此事后，主
动向社区申请，承担起小区其中 4 栋楼的
宣传手册发放工作，利用两个晚上，一家
一户的走访，并向居民耐心地介绍文明创
建的内容，这一举动赢得不少居民称赞。

家庭和睦 家庭成员共创幸福小家
今年 34 岁的吴继仁是两个孩子的爸
爸，大女儿今年 3 岁，小儿子刚满 8 个月。
他说，现在两个孩子主要是他母亲和妻子
照料，他妻子韩秋红是一位医务工作者，
在一家卫生院从事行政工作。大女儿出
生时，一直由夫妻俩带着，当时妻子休完
产假，坚持母乳喂养，他的工作时间比较
自由，能够自己安排，所以每天他早早到
公司开完早会后，便带着笔记本电脑和女
儿一起，到妻子的工作地点办公，一待就
是一整天。妻子喂奶和孩子睡觉的时候，

他就开始自己的工作设计图纸，孩子醒
了，便又陪伴着孩子。到了妻子下班，一
家三口回到家中，吴继仁又开始了漫长的
夜间加班，忙忙碌碌到去年，妻子怀上二
胎，他的母亲便从修水老家搬来与他们同
住。小家庭里越来越热闹，现在每天他的
母亲帮着料理家务，接送女儿，一家人和
和睦睦，
十分温馨。
吴继仁说，对于家庭，他十分感谢母
亲和妻子的支持，母亲放弃了悠闲的退休
生活，来到陌生的城市十分不容易，所以

他为老人在修水县城买了一套房子，等孩
子上学了，如果母亲想回到县城在兄妹
照顾下安享晚年，他会支持，或者母亲想
留在九江与他们一起生活，他与妻子也十
分乐意，希望老人有一个幸福安康的晚
年。妻子对于他的支持，他也看在眼里，
他一直都非常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而
妻子除了工作外，更多的时间是照料家庭
和孩子，对于他经常外出参加各类活动，
妻子一直都是积极配合，没有一句怨言，
还时常让他多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邻里和谐 送受伤邻居出门办事
生活在高楼林立的都市里，钢筋水泥
防盗网阻隔了大家心的交流，以至于邻居
成了大家生活中最熟悉的陌生人。而在
吴继仁看来，他所居住的单元楼内，邻里
关系让人觉得很温暖，下雨了有人帮忙收
衣服、加班了有人帮助照料家人、过年了
还有各种土特产互相分享。
社区虞主任说，有一次吴继仁看到邻
居受伤拄着拐杖、脚上打着石膏要出门办

事，他二话没说便扶起邻居坐上了自己的
私家车，送他出门办事，这件事成了小区
里的一段佳话。吴继仁则认为，邻居之间
互相帮助是应该的，记得有一次，他的妻
子怀着身孕，他却要去外地出差，到达目
的地安顿下来便马上联系妻子，妻子的电
话却一直无法接通。这让他心里十分担
心，生怕出了意外，所以他马上联系邻居
帮助敲门看屋内的情况，后来才知道是妻

子在厨房里没听到手机铃声。平日里，邻
居们会相约到家中喝喝茶，话家常，他感
觉居住的小区特别温暖。
吴继仁一直以来把社区事、小区事，
当作自己家的事来对待。作为一名党
员，他希望能用自己小小的举动感染周
边更多的居民加入到志愿活动中来，以
主人翁的姿态投身到文明城市的创建工
作中来。

九江牙齿健康科普馆公众开放月
12 月将向九江市民免费开放参观
牙齿也有了科普馆。九江
牙齿健康科普馆是一家以口腔
健康为主题的展馆，它的出现
打破了传统科普认知，让知识
从书里走出来，让人能够准确
把握对知识的认知。牙齿健康
科普馆为了充分发挥它的教育
宣导功能，树立并增强口腔预
防的保健意识，让市民拥有更
加健康灿烂的笑容。将于 2018
年 12 月，免费向市民开放，为
他们的人生献上一份笑容力
量 。 拨 打 电 话 ：0792-8263335
可以提前预约参观名额哦！

探索口腔世界的秘密 改变口腔健康防护意识
一颗牙齿是怎么从无到有？蛀牙是怎么形
成的？儿童牙齿折断如何紧急处理……对此，
展馆运用了立体书本、实物材料展示、牙齿模型
以及触摸感应系统，整合图片、文字、声音、视
频、三维动画等媒体素材，向市民普及牙齿发
育、牙病成因以及牙齿保健等口腔方面的科普

知识。从最初的书本图片阅读，到现在的三维
视频、体感解读，从纸质的感知到现在的实物触
摸，九江牙齿健康科普馆成为现在寓教于乐的
最好诠释。以活泼有趣的立体形象、模拟体验
和互动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让参观者了解牙
齿健康的重要性，
打造最美九江微笑线。

九江牙齿健康科普馆 助力市民自信笑容
如何让知识
“活”
起来，
如何让市民享受健康
口腔，
品质生活？九江牙齿健康科普馆作为口腔
宣教载体，将发挥口腔医护工作者的专业特长，
致力改变市民
“牙痛不是病”
等传统观念，
开展一
系列相关主题科普教育活动。生动的科普讲解，

美丽家三年首届团购会

带您一起探知
“口腔世界”
的奥秘，
穿越牙齿生长
千年历程，让参观者在体验中了解口腔知识，提
高护牙意识。九江牙齿健康科普馆旨在更好的
宣导口腔健康知识、树立并增强口腔预防意识，
让市民拥有更加健康灿烂的笑容。

详细地址：九江市开发区龙开河路
青竹苑 47 号
公交路线：12 路、21 路、21 路支线、
24 路、55 路到天缘小区或者 19 路、31
路、51 路到向阳闸
团 体 参 观 预 约 热 线 ：
0792-8263335

11 月 15 日震撼启动 优惠前所未有 进店惊喜多多 大礼送不停！
咨询电话：
0792-8899001

地址：
新五中旁柏林印象美丽家装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