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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家畈安置小区

“村民”变“市民” 新房过春节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李超铭）坐在明
身上的寒气一扫而光。
“以前都是烧煤取暖，
亮宽敞的客厅中，刚搬进新房不久的居民们
每年冬天屋里总要烧炉子，早上起床就得添
迎来了新年。去年 4 月份，浔阳区殷家畈安
煤，不但空气不好还无法保温。现在住上新
置小区启动了分房工作，小区的业主来自多
房后用上了空调，方便。”
刘阿姨说道。
个被拆迁的棚户区，目前多数尚未入住。不
刘阿姨是赣州人，1988 年与丈夫一起
过浔阳晚报记者在小区内看到，多数新房的
来浔城打拼，定居在三里村。
“当时房子都是
门口都张贴了春联，或许在明年春节，小区
自己盖的，根本就没有规划，东一间西一
内的年味会更浓。
间。”刘阿姨记得，近些年来，随着浔城的发
1 月 28 日，家住殷家畈安置小区的小孙
展，村里的自建楼房越来越多，
“ 村民”变成
就开始装扮新家，为过年做准备。小孙告诉 “市民”的同时，也从农民转变为“包租公”或
浔阳晚报记者，他原是三里村社区的一名拆 “包租婆”。他们将自己的房子出租，以租金
迁户，
拿到新房钥匙后，
他迫不及待装修好新
为生。
“自己住不完的，都出租。以前的居住
房，
趁着春节到来前搬了进来，喜庆又吉利。 环境可以说是脏、乱、差。”
刘阿姨介绍道。
浔阳晚报记者了解到，小孙在去年拿到
“几年前，三里村开始拆迁，我是众多拆
日盼夜盼的安置房钥匙的同时，妻子被检查
迁户中的一户，但我知道城中村改造是好
出怀孕了，可谓是双喜临门。过年前，小孙
事，很痛快就签了拆迁协议。去年 4 月份，
的母亲——50 多岁的刘阿姨早早就准备好
我分到了三套 100 平方米的新房，其中一套
了年货。她高兴地说：
“ 这是在新房过的第
我和丈夫居住，一套给儿子儿媳，剩下的一
一个新年，而且儿媳妇的预产期也快到了， 套出租。”刘阿姨说，刚开始还有点舍不得以
我要做奶奶了。
”
前的邻居，现在她发现他们大部分都将住在
2 月 7 日，浔阳晚报记者来到了刘阿姨
附近，
“不过应该会比以前见面少，但这也是
的家中。一走进新房，一股暖意迎面而来， 一个适应的过程”。

刘阿姨表示，居住条件改善了，今年过
年，她邀请亲戚到新房来过年，
“虽然不能放
鞭炮了，但是过年的气氛一点都没少。几个
老朋友还特地把聚会的地点定在我家里，热
闹极了”
。
殷家畈安置小区内，同样喜气洋洋的还
有吕大爷一家，他在 1 月份挑了一个好日
子，让儿子与女友一道去领了结婚证。
“盼了
这么多年，现在终于彻底告别过去的简陋平
房，住进宽敞明亮的崭新楼房，真舒心啊！”
吕大爷感叹道。
吕大爷介绍说，节后他准备就要把房子
好好装修一番，为孩子准备婚房，再选个好
日子把儿子婚事办了。
“ 再过几年，有了孙
子，我们老两口可以和儿子儿媳孙子一起
住，这样和城里人生活一样了。”吕大爷说，
虽然地处城区，但住进楼房后，他才有了城
里人的感觉。
“新房刚装修好，我们只是在这里过个
年，正式入住要到 4 月份。”业主陈先生告诉
浔阳晚报记者，年后，拆迁户们将陆续搬进
殷家畈安置小区，
再续邻里情。

社区动态
滨兴街道

举办
“春风行动”
招聘会
本 报 讯（万 恒 郭 亚 芳 浔 阳 晚 报 记
者 张新红）为了促进社区居民就业率，方
便居民就近就业，
近日，
滨兴街道劳动保障
科在国棉一厂农商银行旁举办
“春风行动”
现场招聘会，
将就业岗位送到居民家门口。
据悉，此次招聘会有九江明阳电路科
技有限公司、九江汇源食品饮料有限公
司、志高空调（九江）有限公司等 58 家知名
企业参与，提供财务、普工、技术工、行政、
客服、销售等 200 余个岗位，满足不同类
型、各个层次人才的就业需求。招聘现场
吸引了很多群众。市民葛师傅说：
“ 这次
招聘会为求职者和企业搭建了一个平台，
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业服务，给
广大居民提供了方便。”
据了解，滨兴街道劳动保障科历年来
都会定期举办招聘会，为企业提供招工平
台，也让辖区居民充分了解企业的发展和
用工情况，帮助下岗失业人员、就业困难
人员、应届毕业生等解决就业难题。

滨兴街道多社区联合

指导居民正确使用燃气

六角石社区：给党员干部上廉政课
本报讯（王晶晶 浔阳晚报记者 陈诚
文/摄）为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浔阳区甘棠街
道六角石社区党支部于近日召开了党风廉
政建设会，确保社区党员干部廉洁自律。
会上，六角石社区党支部结合实际，采
取集中学习的方式，以正面引导教育和反面
典型案例相结合，在去年开展工作的基础
上，进一步狠抓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作风
教育、职业道德教育，提高党员廉洁意识自
觉性，并就新一年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进行
研讨部署。经过研讨，制定了规范统一的社
区管理服务标准和办事流程，推行工作人员
去向公示、开展微笑服务、一站式服务，做到
真心诚意为民办实事。

党员们认真做笔记。
党员们认真做笔记
。

岳师门社区：召开党员专题学习会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陈诚 文/摄）近
日，浔阳区甘棠街道岳师门社区召开党员专
题学习会，传达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支部
工作条例（试行）》。会上，社区党支部书记
梁伶俐带领大家学习了《条例》，同时结合实
际情况，在全社区营造学好《条例》、用好《条
例》的浓厚氛围。
学习后，大家纷纷表示，要继续加强对
《条例》的学习认识，并贯彻落实到支部工作
中，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担负好各
项职责，勤学习，多思考，用更好的方法服务
好群众。

向湖社区联合口腔医院

为居民讲解如何护牙

专题学习会现场。
专题学习会现场
。

月亮湾社区:增强党员抗腐免疫力
本报讯（徐芳芳 浔阳晚报记者 张新
红）日前，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滨兴街道
月亮湾社区党支部，组织社区党员在活动
室召开支部主题党日暨“两学一做”学习
讨论会，
以此提高党性，
增强抗腐免疫力。
为提高学习效果，会前，社区党支部

本 报 讯（黄 燕 浔 阳 晚 报 记 者 张 新
红）为加深广大社区居民对安全使用燃气
知识的了解，提高安全意识，日前，滨兴街
道三马路社区、向湖社区、坝围里社区及
一马路社区联合开展了“燃气安全系万
家，安全使用莫违规”宣传活动。
当日，活动现场悬挂起了宣传条幅，
竖起了宣传展板，吸引了众多居民前来咨
询。工作人员抓紧时机为居民发放燃气
安全知识宣传资料，详细介绍使用燃气的
注意事项、燃气使用不当的危害性。告诉
居民在使用燃气过程中哪些部位容易出
现漏气、燃气设施的构造、报废年限、日常
检漏的办法以及面对突发事件的应急方
法等，指导居民正确使用燃气。居民认真
听着讲解，不时阅读一下宣传材料，将安
全使用燃气的要点记在脑海里。

通过社区党员微信群发送学习内容，让党
员先行自学。在当日的学习讨论会上，大
家结合自学的成果，共同学习讨论。学习
开 始 后 ，党 员 们 佩 戴 党 徽 ，重 温 入 党 誓
词。宣誓完毕，党员们集中学习党章第七
章《党的纪律》和《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

则》、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
法规，对照党规党纪开展学习讨论。通过
学习党的历史、革命先辈和先进典型，从
违纪违法案件中汲取教训，大家一致认
为，要严守纪律规矩，做合格党员，为建设
和谐美丽新社区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报讯（沈李娜 浔阳晚报记者 张新
红）近日，滨兴街道向湖社区联合口腔医
院在社区开办以“口腔健康，全身健康”为
主题的口腔卫生保健知识讲座，为居民讲
解如何保持口腔卫生，保护牙齿。
活动现场，专家医生结合生活实际，
运用 PPT 图片，从龋齿、牙周炎、牙齿敏感
症、牙齿牙列的缺失缺损等常见的口腔问
题出发，围绕它们的危害、预防措施等方
面为居民们讲解了关于口腔保健的常见
误区、口腔保健小妙招以及清洗牙齿的正
确方法等知识，让居民们对牙齿健康有了
重新的认识。同时，专家建议居民戒烟、
戒酒，每天养成早晚两次的刷牙习惯，保
证正确的刷牙姿势，远离酸、甜、黏度大的
食品。同时，提醒大家日常要注意口腔卫
生，有病预防在先。
在活动现场，口腔专家还为大家解答
了各种爱牙护牙的专业问题，并针对不同
情况提出治疗建议。梅阿姨说：
“ 我的牙
一直不好，平时忙于做饭、带孩子，没有时
间去医院检查，开展这样的活动挺好，让
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学到一些健康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