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 10

生活中

2017年5月5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赵懿

电话：89880092

淮安大叔身残志坚
巧手制作童趣发饰
晚报讯 太阳花、 棒棒糖、
小裙子……这些童稚而精致的
发饰，都是出自清江浦区旺旺路
清新花苑居民朱朝龙之手。这位
40岁的中年人，因为车祸已经高
位截瘫20年了。 20年中，他经历
过痛苦迷茫，也感受到了来自社
会各界的温暖。 近年里，朱朝龙
靠着自己一双巧手，做了很多手
工艺品参与市场销售或慈善义
卖。 半年前，朱朝龙开始自学小
饰品制作，除了整天研究图片和
制作方法外，他还买了大量的原
料进行实验。
“
五一”前，朱朝龙精心挑选
了一批得意之作，在假期中尝试
去销售一下，看看市场的反映。 4
月29日，在志愿者“逗号姐”（网
名）的陪同下，朱朝龙坐着残疾
车准备前往柳树湾公园去销售
饰品。 刚出小区，一个八九岁模

天津路社区:

评选“书香家庭”
体会读书之趣
晚报讯 清江浦区清浦街道办天津路社区下辖的几个小
在这样
区里，居住了不少淮阴中学和浦东中学的学生家庭。“
的环境下，我觉得社区更有必要营造投身文明创建、点燃阅读
激情的良好氛围。 ”社区党委书记刘建山说。 日前，社区围绕这
样的主题，开展了评选
“
书香家庭”的活动。
家庭是社区的细胞，社区是社会的要件。 天津路社区提倡
每个家庭每位成员都能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一年四季好风
景，春季正是读书时。 年轻人读书，就像迎着朝阳大步前进，就
要读出一种自信满满的感觉，读出‘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
尽还复来’的万丈豪情。 ”刘建山说，中年人读书，就要像盛夏
中寻找一丝阴凉一样，要读出“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
日闲”的心境情怀来；至于社区中的老年朋友读书，则要像在
黑暗见到一丝光芒，要读出
“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
也天晴”的豁达和释然来。
经过一个多月的寻访评比， 综合考虑到家庭成员人均图
书占有量、家庭成员的读书习惯、对诗词书法绘画等等的爱好
程度，以及能在居民中起示范带头作用等因素，社区评选出了
许红茹、夏琳等6户家庭作为书香家庭代表。 在活动现场，这些
家庭的代表领取了证书和奖品，受表彰家庭表示将珍惜荣誉、
再接再励，继续提升家庭成员素质，带动更多居民参与阅读活
动，为社区各项工作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 社区记者 潘晓晔

样的小姑 娘 好 奇 地 问 朱 朝 龙 ：
“叔叔，你的车子在哪里买的啊？
我奶奶也想买一辆。 ”就这样，一
大一小就唠起了嗑。 知道叔叔做
了很多小发饰要去卖，小姑娘想
看一看，“哇，好漂亮啊。 ”小姑娘
爱不释手，当下买了一个发卡和
发箍，成了朱朝龙第一位客人。
“绝对啊，这些都是你自己
做的？ 你还会做什么啊？ ”摆摊
时，一对从涟水县到市区游玩的
夫妻摆弄着那些精致的发饰，好
奇地问朱朝龙。 朱朝龙自豪地告
诉了他们自己的故事，夫妻俩竖
起大拇指，说今天遇到了“淮安
名人”了。 一天下来，朱朝龙的饰
品销售一空，除了近百元的收入
外，还带回了一张订单，是在销
售现场遇到的一位客人指定让
其制作的。
■ 社区记者 潘晓晔
朱朝龙（前）和志愿者“
逗号姐”

向阳社区：

单亲妈妈学编织
快乐掌握新技能

柳树湾街道：

40份实用礼物
晚报讯 “劳动节到了，感谢辖区
住宅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的辛勤付
出。 ”日前，清江浦区柳树湾街道物管办
联合辖区商户举办“关爱一线物业人
员”活动，给辖区40名物业小区一线工
作人员送上了实用的礼物。 希望他们继
续努力，为业主提供更加优质的物业服
务。
活动过程中，柳树湾街道物管办袁

感谢辛勤的劳动者

主任就辖区内各个物业小区的物业服
务状况进行了点评。“总的来说，大部分
小区的物业工作得到了业主们的认可，
这与物业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息息相
关。 ”袁主任说，在五一劳动节到来的时
候，街道从辖区商户水圣商贸生活馆拉
来“赞助”，为40名物业工作人员每人送
上了一台净水器。“希望各个小区的物
业工作人员继续努力，勤勤恳恳，兢兢

业业，不断提高物业服务水平。 ”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我们有
些小区在管理上还存在不少问题。 ”袁
主任说，他希望辖区各个物业小区的工
作人员通过自我检查、征求业主意见等
方式，不断改善物业服务质量。“
有什么
困难及时跟我们反映，街道物管办将帮
助协调解决。 ” ■ 社区记者 高玉启
通讯员

方友忠

石塔湖小区：

治理再升级 小区更“智慧”
晚报讯 “
小区物业矛盾已经成为
影响业主生活的一个重要矛盾， 石塔湖
小区经过近几年的努力， 解决了大部分
的物业矛盾， 使小区的综合治理走上了
正常轨道。 ”日前，市领导在调研清江浦
区长西街道人民路社区石塔湖小区的综
合治理状况时， 小区业委会主任曹军华
说，小区业主代表大会、业委会通过民主
决策的一系列管理措施， 破解了老旧小
区管理难, 使小区一跃成为了“
平安、和
谐、整洁、绿色”的文明小区。

石塔湖小区建于1999年， 由于建成
年代较久，小区公共设施设备老旧破损，
住户人员复杂，既有原中淮职工住户，也
有拆迁回迁住户，又有商品房住户，是一
个体量小、遗留问题多、矛盾多的老旧小
区。 2016年，小区迎来了老旧小区整治，
不仅使小区焕发了新面貌， 而且通过升
级监控，与公安系统联网，在技防和人防
两个方面加强了小区的安保措施。
“
小区综合治理有坚实的基础，已经
被清江浦区列为重点综治项目进行打

造。 ”曹军华说，前来调研的市、区相关负
责人鼓励他们， 小区不能满足于目前的
综合治理现状，而是要积极创新，引导小
区向“智慧型”发展，打造已有综合治理
品牌的升级版。“
业委会一直在谋求小区
综合治理的不断升级， 我们将尽力争取
政府部门更多的支持和指导，吃透‘智慧
型’的内涵，依法继续提升小区综合治理
的水平，让业主生活的更安心、舒心。 ”
■社区记者 高玉启

晚报讯 花叶、花瓣在手中翻飞，丝线穿梭其间……不一
会时间，一朵鲜艳的玫瑰花就做成了。 日前，清江浦区淮海街
道向阳社区开展了一次“关爱单亲母亲，温馨满家庭”手工编
织培训活动，辖区内的近20位单亲妈妈参加了培训，在快乐中
学会了新技能。
培训过程中，单亲妈妈们个个集中精力、认真仔细地听老
师讲解每一个工艺品编织的步骤。 由于讲解通俗易懂，简单明
了， 大家很快就学会了编织的方法， 纷纷要求老师多教些花
样，让大家学习。 在上手操作阶段，大家相互学习，相互指导，
有说有笑，在一起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挺有意思的，既能赚
钱补贴家用，还结识了不少好姐妹。 ”活动结束时，参加培训的
单亲妈妈们纷纷表示要不断加强学习，自强自立。
“
她们既要赚钱养家，又要照顾孩子，没有机会从事固定
的工作，生活过的很艰辛。 ”向阳社区党委书记满棋琴说，一直
以来，单亲妈妈就业就是一个备受关的注问题，生活上的限制
使她们的就业机会变得很小，社会交往面也很狭窄。 考虑到这
些，社区党委决定组织她们进行定期手工培训，不但为她们找
到了一个灵活创业就业的机会， 而且还为她们提供了相互交
流的机会，在就业创业的路上相互鼓励，重拾生活的信心和快
乐。
■ 社区记者 高玉启 通讯员 卜新

@城河社区：文艺汇演宣传文明城市创建

清扫工具送商户，大家共创文明城
晚 报 讯 “社 区 想 得 真 是 太 周 到
了，还给我们送工具，太感谢了。 ”3日上
午，从社区工作人员手里接过扫帚等清
扫工具后， 辖区商户张大姐很是感慨。
当天上午，化工二村社区组织志愿者和
居民代表，为辖区内的30多家商户发放
了清扫工具，并向他们宣传了创建文明
城市的相关知识，号召大家争当文明使
者。

当天上午，社区工作人员和居民代
表一起，为每户商户发放了扫帚、垃圾
桶和塑料袋等清扫工具，受到广大商户
的欢迎。 此外，社区还专门印发了致商
户的一封信，号召大家从我做起，为文
明城市创建出一把力。 社区书记黄海虹
告诉记者，社区希望辖区内的商户不仅
要打理好环境卫生，还要管理好门口停
放的非机动车辆，做到停放有序。

对于社区的这一举措，广大商户也
非常理解。 张大姐就说：“不要说是创文
明城市这段时间了，就是在平时，我们
也会把卫生搞得好好的。 要是店里脏兮
兮的，哪个还肯来啊！ ”记者还了解到，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社区的网格志愿者
每天都会巡查两次，以督促辖区商户搞
好卫生等工作，为社区的整体形象增光
添彩。
■ 社区记者 李吉华

为深入宣传文明城市创建，提高居民知晓率，日
前， 清江浦区闸口街道城河社区联合帮扶单位淮阴
商校，在新民小区开展文明城市创建文艺汇演，并现
场给居民发放文明城市宣传手册等宣传资料， 精彩
（管树莲）
的演出获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和掌声。

@清江街道：“连心活动”关爱特殊家庭
3日，清江浦区清江街道城南社区与清江街道共
同举办了一次计生特殊家庭白马湖生态公园连心活
动。 活动通过联欢、趣味小游戏等形式，让来自计生
特殊家庭的成员得到了心里疏导， 感受到了大家庭
（沈志秀）
的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