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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特别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 仇荣 江才奇）
为做好国庆假期期间疫情防控、 安
全生产、 治安管理、 环境卫生等工
作， 让 “最后一公里” 成为 “最畅
一公里”， 近日， 浏阳市淮川街道西
正社区采取多项举措强化辖区安全生
产工作， 奏响安全生产乐章。

“校园周边经常有流动摊贩销
售汉堡包、 三明治等食品， 学生可
以去买了吃吗？” 近日 ， 西正社区
党总支在谭嗣同故居广场开展了一
场 “校园周边食品安全大家谈” 的
群众共商共议活动， 邀请淮川街道
分管领导， 淮川市场监督管理所 、
淮川城管中队等相关单位代表以及
近百名群众参加。 现场将话筒交给
群众， 由他们提出问题和建议， 再
由相关部门代表一一进行回复， 同
时宣讲毒蘑菇、 手工食品等食品安
全知识 ， 得到了在场群众一致肯
定， 推动形成人人参与食品安全示
范城市创建的共治格局。

社区配合街道综合执法大队在
辖区开展 “一盔一带” 专项整治行
动， 利用日常网格化管理模式， 在
车流量较大的主要路口、 学校周边、
农贸市场附近等地设点， 开展集中统
一行动， 重点严查驾驶、 乘坐摩托

车、 电动车未佩戴安全头盔等违法
行为。 通过向驾驶人宣传普及 “一
盔一带” 交通安全知识， 不断提高
交通参与者安全防护意识、 文明出
行意识， 优化道路通行秩序， 切实
预防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共同创
建安全通畅的出行环境。

9 月气温居高不下， 辖区建筑
施工场所全面开工， 各类生产经营
活动进入旺季。 社区定期组织开展
辖区内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集中做
好建筑工地和经营性服务场所安全
用电、 用气、 消防检查， 自 9 月份
以来 ， 累计发放安全宣传页 1000
余份， 共排查出各类安全隐患问题
23 处， 当场处理整改 18 处， 有效
地搭建起了 “无盲点、 无缝隙” 的
安全隐患排查闭环监管体系， 营造
出人人关注安全生产的良好氛围。

近日， 社区巡防员在日常巡逻
时发现辖区解放路口的人行道上有
人私装道闸挡住盲道， 存在安全隐
患。 社区工作人员立即行动， 多次与
道闸主人做思想工作， 经过耐心劝说，
其最终愿意配合拆除， 随后， 社区联
系技术人员将违规道闸全部拆除， 同
时反映到市政园林部门， 对该处通道
画上 “安全黄线”， 还路于民。

编者按： 国庆佳节将至， 为丰富社区居民群众文化生活， 营造欢乐热闹、 喜庆祥和的氛围， 长沙各大社区丰富文化生活，
以良好家风主题活动、 党员志愿服务等多种形式来迎接祖国生日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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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各社区多形式开展“迎国庆” 活动

一段泛黄记忆 礼赞良好家风
本报讯 （通讯员 周天任） 一本

本充满回忆的邮票 、 一座陪伴三十
载的老座钟、 一枚枚泛黄的粮票、 一
本本红彤彤的荣誉证书……老物件
经受了岁月温润洗礼 ， 见证着几十
年来新中国的发展历程 。 9 月 27 日
下午， 长沙市雨花区侯家塘街道广济
桥社区举办 “一段泛黄记忆 礼赞良
好家风” 主题活动， 让悄然记录着时
代巨变的老物件重回大众视线， 唤醒
无数回忆。

网格长们前段日子在网格走访，
不断搜集着具有年代韵味的老物件，
邀请老物件主人讲述过去的故事 。
“顺着拨来倒着拨， 一边少来一边多，
多的要比少的少， 少的要比多的多”，
一个小谜语 ， 让在座的各位热烈讨
论， 被猜出是算盘后， 老行长带着大
家品味从算盘到网络支付的这段流
金岁月， 感慨科技的日新月异， 并谈
到清廉金融的责任担当， 他说： “作
为银行人， 廉洁是基本品德， 如果不
能廉洁从业、 遵守职业操守， 就会失
去拓展客户的能力……”

80 多岁老党员龚爹爹拿出两本珍
贵的证书， 和大家分享年轻时工作和学
习的故事， 他说： “工作期间， 我廉洁
自律， 并且坚持学习。 大家都还年轻。
请保持学习， 努力提升自己。 在岗位上
一天， 就踏实努力一天， 千万不要走捷
径， 千万不要搞腐败。” 龚爹爹用自己
的亲身经历， 勉励着后辈们， 诚挚的话
语， 让在座的各位都听得十分认真。

第三单元网格的热心人何姐搬来
了妈妈家的 “三五牌” 座钟， “现在
这面座钟还在我家使用着， 质量真的
很好， 每次看到它， 我都能回想起小
时候家里领到会钱的喜悦， 可以说是
我童年的企盼， 是幸福的等待，” 何
姐有些感慨， “现在我们的日子都过
好了， 物质生活水平能够自己满足，
但打会的记忆一直提醒着我， 用诚信
可以换来诚心， 现在我们家在广济， 希
望邻居们可以多来 ‘日新亭’ 话家常，
让我们左邻右里的人情味更加浓厚。”

“我年轻时， 物质很匮乏， 这些
票证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那时候买
米面油， 必须出示粮票才行， 这是我
们 ‘吃饭的护照’， 你们看这是肉票、
蛋票、 蔬菜票……， 粮票还是 ‘限量
版’ 呢……” 第二单元网格长李爹爹
指着桌面上的粮票如数家珍， 老故事
吸引了居民驻足聆听， 大家争相怀旧
并拍照留念。

“这次分享会的效果特别好， 通
过老物件、 老照片里的故事， 让社区
更好地了解了大家的生活方式和其中
蕴含的文化传统， 同时将廉洁文化吹
进了居民心底， 更为下一步传承、 建
设好社区文化， 以文化凝聚人心奠定
了基础。” 社区工作人员表示。

家是最小国， 国是千万家， 家在
广济的居民们通过老物件分享独家
记忆， 让年轻一辈感受国家的富强、
民族的振兴， 有效宣扬优秀家风， 传
播廉洁思想， 促进邻里共融。

党群迎国庆 共叙邻里情
本报讯 （通讯员 张竟辉 姜暇）

9 月 25 日傍晚， 长沙市天心区文源
街道文源社区党委、 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携手天心区益行志愿者协会开
展 “党群迎国庆 共叙邻里情” 主
题活动， 让居民群众在国庆到来之
际重温党情、 喜乐安康。

“牛奶箱子是属于什么垃圾？”
“可回收垃圾 ！” 李子欣小朋

友第一时间举手回答了问题。
活动伊始， 志愿者姜老师就垃

圾分类知识进行宣传， 呼吁辖区居
民自觉践行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 ，
以实际行动减少能源资源消耗和污
染排放， 守护蓝天保卫战的成效。

活动现场， 设置了不同的互动
体验区， 吸引众多群众排队参与 ，

有棉花糖制作区 、 爆米花制作区 、
机器人搭建体验区与展示区、 套圈
游戏、 小猫钓鱼体验区。 居民廖女
士兴奋地说： “社区组织的这次活
动很好， 我带着孩子每天都到楼下
来散步， 今天她特别开心， 有这么
多好玩的， 希望以后能经常有这样
的活动！”

文源社区负责人表示， 通过调
动辖区优质服务商资源和志愿服务
团队， 为辖区居民提供各类公益服
务项目， 在弘扬志愿精神的同时为
居民提供最大便利， 今后他们将继
续结合群众需求， 联合辖区党组织
和党员干部， 用各类喜闻乐见的活
动 ， 进一步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
感、 幸福感。

多举措奏响安全生产“大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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