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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的幸福感，
藏在每一件琐事里

02 要闻
2021年10月5日 星期二

10月3日，国庆大假进入第三天，天
气持续晴好，不外出长途跋涉、不去景
区打拥堂，家门口的公园也是一个不错
的选择。但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在
成都市青羊区浣花溪公园发现，部分市
民乱扔果皮纸屑、踩踏草坪，甚至躺在
长椅上睡觉的现象时有发生。

3日上午11点，浣花溪公园万树山
的杜甫千诗碑诗廊，不少市民在回廊
上纳凉、休息，因旁边的树林里有小松
鼠活动，也有家长带着孩子来观察小
动物。记者看到，有市民自带水果、零
食在此处就餐。其中一位中年男士将
削下来的果皮径直抛进了回廊旁的草
丛里，而垃圾桶就在不到5米远的墙
边。几乎同时，两位女士带着孩子看小
松鼠，刚开始还在回廊上观看，不料一
激动就直接抱着孩子踏进了草丛。

正午时分，记者在浣花溪公园里转
了转，在公园的凉亭回廊中“用餐”、嗑
瓜子等的不在少数，有的市民将垃圾装
进袋子扔进垃圾箱，但也有人将用餐后
的垃圾丢在地上。在凉亭里，还有人铺
起垫子在地上乘凉，也有人旁若无人地
在大树下的长椅上睡觉，不甚雅观。

记者将上述情况反映给杜甫草堂
浣花溪公园管理中心，接听电话的工作
人员表示，为了减少市民游客乱扔垃
圾、随地吐痰的行为，管理中心准备了
可取用的垃圾袋、吐痰用的清洁用纸，
但乱扔垃圾的行为仍然无法彻底杜绝，
所以还安排了环卫人员及时进行清扫，
巡逻环保人员也会对在回廊、凉亭里铺地
垫的游客进行劝阻，或者引导至川西广
场可以铺垫的区域，避免在狭窄的回
廊、凉亭里影响其他游客行走。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 于遵素 摄影报道

今年9月，有市民反映成都市
成华区迈道大厦后面的道路上，
长期有流动摊贩，还有垃圾，散发
臭味，环境脏乱差。收到投诉，成
华区相关部门随即开展核查，发
现确实存在上述问题。10月3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前往现
场看到，该条街道目前已经恢复
整洁，路面未见垃圾，路边放置着
垃圾桶，墙上贴着“禁止在此经
营”“禁止乱倒垃圾”的提示语。

流动摊贩、清理不及时
导致环境“脏乱差”

“每天上午8、9点到11点是流
动摊贩出现的高峰期。”成华区综
合行政执法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流动摊贩正是该处环境脏乱差的
原因之一。9月20日，成华区双水碾
街道办事处、成华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相关工作人员开展了现场调查。

该工作人员说，市民反映的
“迈道大厦后面的道路”实为成华
区双水碾街道双兴街，位于成华
区双水碾街道双水碾村3组。双兴
街道路全长约800米，道路东侧为
迈道大厦和未拆迁农房，由成都
鸿源环保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鸿源公司”）负责日常清扫保
洁及垃圾收运。

经调查，双兴街（迈道大厦附
近）发现7处流动商贩占道经营情

况。周边群众也反映，该路段长期
存在流动摊贩。双兴街沿街设置
有垃圾桶3个，因周边群众有随手
乱扔的不良行为习惯，加之鸿源
公司环卫作业人员不足，未及时
清理，街面有菜叶、果皮及白色垃
圾，且垃圾桶有异味。

劝离流动摊贩
增设垃圾桶，安排专人值守

当天，成华区双水碾街道办
事处工作人员劝离了现场流动商
贩；同时组织开展双兴街沿街流
动商贩专项整治工作，安排专人
值守。9月21日，双兴街道路沿街
未发现流动商贩。鸿源公司立即
清运了沿街垃圾桶内垃圾，并进
行冲洗、消杀。

街道办和鸿源公司安排了值
守人员，加强群众乱扔垃圾行为
习惯的劝导工作。9月21日，该路
段已清扫，路面干净无垃圾，沿街
增设垃圾桶6个。同时鸿源公司垃
圾清扫、收运频次由每日1次增加
到每日3次。

此外，成华区双水碾街道办事
处还完善了长效监管机制，加强巡
查，安排专人值守，及时制止流动
商贩摆摊设点，并督促鸿源公司做
好双兴街沿街环境卫生维护。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图据成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 成 都 ，带 不 走 的 ，只 有 你
……”童声版的《成都》唱响蓉城！
10月4日上午，“熊猫之声”2021成
都（国际）童声合唱音乐周开幕式
在成都市广播电视台举行。

据主办方介绍，成都（国际）
童声合唱音乐周已连续举办四
届，今年参与的国内外团队为历
届之最，达到27支。本届活动将采
用“国外团队线上为主、国内团队
线下为主”的方式。除了传统的

“白鹿镇音乐文化之旅”和“音乐
盛典”等活动，今年还新增了在成
都城市音乐厅举办的“优秀童声
合唱团展演选拔活动”，“大师课”
由著名艺术家亲自授课，使活动
进一步升级。

开幕式上，两支特别的童声
合唱团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其中，
四川省同心青少年合唱团主要由
在川韩国人士的子女组成；重庆
市特殊教育中心扬帆合唱团则全
部由视障儿童组成，团员们虽然
无法用眼睛去感受世界，却能在
音乐中追寻光明。该合唱团成立
于2017年10月，他们克服重重困
难来到了本次音乐周上，传达出
残疾人热爱生活、热爱艺术、自强
不息的精神。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了
解到，此次音乐周共有27支合唱
团队参加，包括国内外多支优秀
的童声合唱团，如美国佐治亚男
童合唱团、澳大利亚伊普斯维奇
青少年文法乐团、马来西亚加影
育华国民型中学合唱团等。成都
爱乐合唱团附属童声合唱团、成
都市青少年宫银杏合唱团、成都
八中男生合唱团等优秀团体也将
代表成都参加演出。

开幕式后举行的“童声合唱
大师课”，由青年指挥家朱曦副教
授主持，著名指挥家、中国合唱协
会副理事长、中国音乐家协会合
唱联盟副主席、四川省合唱协会
主席李西林教授主讲，“百人合唱
团”成都八中男生合唱团作示范
演唱。专家们对合唱技巧、合唱指
挥进行了相关指导训练，体现了
国内合唱教学最高成果和水平。

主办方介绍，作为成都市倾
力打造的青少年对外文化交流
活动品牌，“熊猫之声”2021成都
（国际）童声合唱音乐周将传承
巴蜀文明，发展天府文化，拓展
青少年国际交流合作渠道，为金
秋之际的成都献上最动听的音
乐盛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邱峻峰

10月4日，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获悉，国庆大假期间，四川
高速公安一分局一大队3天共查获
10多辆“带孩子”超员违法的车辆。

经分析研判，警方发现，超
员的理由多是认为“多坐一个孩
子，算超员吗？”绝大多数违法人
员抱着侥幸心理，觉得“又不占
座，又不怎么增加重量”“挤一挤
就到家了”。

执勤民警温钧杰表示，超员
是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在“挤”和

“顺便”的同时，安全隐患也在悄
悄潜伏。温钧杰分别向司乘人员
讲解了因超员导致的典型事故案

例，违法驾驶员也认识到自己的
错误行为，并保证今后不再犯。最
终，执勤民警依法对10多辆超员
车辆驾驶员分别予以罚款200元、
记6分的处罚，并责令其将超员乘
客安全转运。

高速交警提醒：机动车核载
人数包括婴儿和儿童。机动车载
人的核定人数是指广义上的自然
人，包括已出生的婴儿、未成年儿
童。所以，普通5座小型汽车承载
核定人数为5人（含驾驶人）就只
能乘坐5人，超出1人（包括婴儿、
儿童）都视为超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戴佳佳

让世界聆听成都
“熊猫之声”2021成都（国际）

童声合唱音乐周开幕

多坐一个婴儿算超员吗？
高速交警：算！

国庆三天查获10多起“带孩子”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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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离流动商贩，增设垃圾桶加强巡查

这条街道告别“脏乱差”

国庆假期游公园:
有人乱扔垃圾

还有人躺在长椅上睡觉

“有啥事儿，找社区”

“有啥事儿，找社区！”这是成都二
仙桥下涧槽社区居民常挂在嘴边的
话。他们口中的事，大多是日常琐事，
比如邻里间发生口角、家庭纠纷等。

四五年前，社区居民口中的“热
心肠”——原成都机车厂退休老党
员程进创建了“小程和合事”老党员
工作室，专门调解上述社区问题。

现在，“小程和合事”有骨干成
员7名，都是先锋模范党员。“小程和
合事”的矛盾纠纷化解模式为“四诊
四调”分层过滤，即将居民的矛盾纠
纷划分成简单纠纷、一般纠纷、复杂
纠纷和疑难纠纷四大类。对于简单
纠纷，一般是先找社区网格员上门
了解情况，再以社区名义找物业或
其他部门组织协调。社区还有法律
顾问和专家，遇到“疑难杂症”，专业
人士还将到社区进行现场调解。

2020年4月，下涧槽社区挂牌成
立了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以志
愿服务为基本形式，以居民需求为
导向，搭建20多支文明实践队伍，推
行以“党建引领+志愿服务+社区发
展治理”为核心的工作模式。

除了“小程和合事”，还有“仙姐在
线”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下涧槽社区
文明实践警务服务队、下涧槽社区生
活垃圾分类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等。

下涧槽社区居委会副主任陈爱
佳告诉记者，下涧槽社区是“熟人社
区”，基本都是熟识的人，这些年让她
印象深刻的社区服务故事数不胜数。

比如，原来一些住户家中有行
动不便的人，需要轮椅帮助进出，居
民自己开了侧门，但高低不平出入
困难。最后社区有机更新改造时专
门修了便道，还安装了不锈钢扶手。

再比如，新冠疫情防控期间，下

涧槽社区1300多名党员、30个党支
部全部行动起来，参加门岗值守，搞
好外来人员摸排，动员居民接种新
冠疫苗……各项工作紧而有序地开
展着，为实现社区“零感染”作出了
积极贡献。

“我们每个院子都有社区网格员，
居民也习惯有事情第一时间找网格
员，社区越来越文明和谐。”陈爱佳说。

70岁老旧院落变了

而作为在此生活了 53 年的居
民，陈爱佳还有更多感慨。

老旧、破败、无序，这是下涧槽社
区曾经的面貌。“在社区启动有机更
新改造前，每个院落都是围起来的。
因为社区环境脏乱差，有些老邻居选
择离开这里。”陈爱佳告诉记者，2017
年，下涧槽社区组织社区规划师团
队，与居民小组长、网格员、议事小组
成员等一起，前后发放了2600多份
调查问卷，并根据线上征集的 2000
余条居民建议，最终确定了“党建引
领、政企联动、多方参与、市场化运
作”的改造模式。2018年，成华区与中
车成都公司共同投入2.7亿元，按照

“拆墙并院、空间再造、保留记忆”的
改造思路，对下涧槽社区的生活区和
周边环境进行有机更新。

随着改变，下涧槽社区焕然一新。
“自从我们社区将原有的违章

搭建拆除，增加了一些座椅和运动
场等共享空间后，孩子们有地方打
乒乓球了，大家有地方交流了，邻里
之间也更亲近了，营造出‘家园’的
感觉。”陈爱佳说，由于早年设计缺
陷，居民活动大多聚集在原社区活
动中心，公共空间并未有效利用。有
机更新后，楼与楼之间的公共区域，
原本孤零零的花坛周边也放置了各
种材质的几何形座椅，满足了社区

居民在不同时段的公共活动需求。
有机更新后，曾经搬离的老邻

居们又回来了。从搬离到搬回，见证
的不仅是下涧槽社区“面子”的变
化，还有“里子”的改变：

“左手边的党群服务中心可以办
社保、处理车辆违章、办护照，还可以
补衣服、理头发。出门就有商超、博物
馆、医院，方便得很。”在此居住了40
多年的社区居民张大爷说。

“文明是幸福的底色。我们建设
的，是一个有‘温暖感和归属感’的
社区。”在陈爱佳看来，创建文明社
区的关键，就是提升居民的幸福感。

藏在细枝末节中的幸福

前段时间，家住下涧槽社区的
田奶奶有了一件烦心事儿。她想到
附近的网点接种新冠疫苗，但找不
到路，也不知道现场的办理流程。

社区网格员听说这事儿后，主动
找上门来，告诉她在小区的社区巴士
站，就有专门的志愿者帮忙。

“后来，社区志愿者把我扶上了
社区巴士，现场帮我填写资料接种
完后，再把我扶上巴士送回了家。”
10月3日上午，蓉城阳光暖煦，在自
家院落门前和记者聊起这事儿时，
田奶奶脸上满是笑容。

田奶奶告诉记者，由于行动不
便，社区还会对她额外照料。只要有
相关政策，社区工作人员都会主动

“送政策”到家；感到孤单了，还有人
陪她聊天。说到此处，她拍了拍坐在
旁边的社区网格员告诉记者，这天，
对方专程过来，约她出来晒晒太阳，
了解最近生活是否有困难。

“有啥事儿，找社区！”说完，她
笑着竖起了大拇指。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祥
萍 摄影报道

近日，有成都市民反映，位于三环
路娇子立交附近的山楠路、棣棠路和
枫树街三条道路，道路破碎，坑洼不
平，路面长期有垃圾，且没有路灯，市
民出行十分不便。对此，锦江区成龙
路街道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街道
办已经将情况上报给区住建交局，对
于该区域道路的整改工作即将启动。

□ 实地探访：
道路有多处坑洼、裂缝
并未安装路灯

10月3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来到娇子立交附近的山楠路，在
现场看到，该道路有多段坑洼不平的
地方，且有多处大裂缝，开车行驶在道
路上能感受到明显颠簸。且道路两侧
没有安装路灯。

随后，记者来到与山楠路接壤的
棣棠路和枫树街，看到这两条道路存
在同样的情况，路面上有多处裂缝和
坑洼。

“已经有好几年了，这几条路一直
这么烂。”家住附近小区的刘先生告诉
记者，道路裂缝大，坑洼多，非常影响
开车。“开这段路，车一直颠簸，娃娃在
车上坐都坐不稳。”

附近居民赵婆婆告诉记者，除了
车辆行驶不方便以外，行人的出行也
有安全隐患。“有些坑坑里面有碎石，
车辆开过，会把小石头溅起来，有时候
还会打到路过的行人。”赵婆婆说，这
几条路都没有路灯，夜间行走也很不
安全。“这些路经常会有大货车，路又
烂又没有路灯，真的很危险。”

□ 成龙路街道办：
道路整改工作即将启动

该区域隶属成都市锦江区成龙路
街道办事处管辖范围。针对市民反映
的情况，记者联系到成龙路街道办，咨
询相关情况。

成龙路街道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市民反映的三条街是成都卷烟厂外
围一圈的道路，进出的大货车比较多，

“道路修建时间早，使用年限久，再加上
大货车长期碾压，路面就容易破损。”

该负责人表示，他们此前就了解
到了该情况，并将情况上报给锦江区
住建交局，目前道路的整改工作已经
提上了日程。“根据最新的回复，该区
域的道路整改工作将于近期启动。道
路的整改是包括路面整改、管网建设、
安装路灯等一整套的。”

我 为 群 众 办 实 事
改造前 改造后

山楠路、棣棠路、枫树街，坑洼不平长期有垃圾？

整改工作即将启动
你提
我办

“民呼我应——我为群众办
实事”特别报道将以“主题月”为
模式，每月聚焦一个主题、每周
聚焦一个领域，联合成都全市各
级各部门，线上线下同时推进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并
开通民生直播间，采用图文、视
频访谈等形式实时跟踪报道，回
答热点问题，回应民生关切。

“公共服务”主题月期间，
活动将分别聚焦交通出行、教
育卫生、社保养老和文化体育
四大领域。活动首先关注“公共
服务”中的交通出行领域。活动
将联合成都市公安局交管局、
成都市交通局、成都市住建局、
成都公交集团等部门单位进行
现场办公，察民情、访民意、办
实事，推动解决一批群众公共
交通领域的问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彭惊 摄影报道

9月23日，由成都市委党史学习
教育办公室指导，成都发布、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蓉城政事承办的“民呼
我应——我为群众办实事”特别报道
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至今年年底。

每月聚焦一个主题、每周聚焦一
个领域，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推动全市
各部门、区县察民情、访民意、办实事，
促进解决一批群众关心的急难愁盼问
题。

活动首期聚焦“公共服务”主题的
“交通出行”领域。

这趟民意直通车
欢迎您继续搭乘

成都成华区二仙桥下涧槽社
区是原成都机车车辆厂生活区，始
建于1951年，是一个典型的大型
国有企业老旧生活区，“机车人”塑
造的“机车文化”在这里留下了深
深的印记。随着社区启动“有机更
新”改造后，昔日的破旧院落得以
重获新生，社区环境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随着社区生活环境一同变化
的，还有住在里面的人——搬出去
的人搬回来了，居民脸上笑容变多
了，邻里关系更和谐了。

在这里，居民们有共识，“有啥
事儿，找社区！”

成都
下涧槽
社区：

““有啥事有啥事儿儿，，找社区找社区！”！”

下涧槽社区睦邻帮生活服务平台

有人躺在公园长椅上睡觉

尽管有垃圾袋，仍有垃圾被丢在地上

路面破碎，坑洼不平

孩子们在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