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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开放小区停放多
封闭式小区较少见

4月 11日上午 8点，正值上班高峰
期，记者来到位于广场路馨城家园小区
楼下停车场，看到汽车、电瓶车、共享单
车交织在一起，场面显得有点混乱。

这个小区有南、北两个入口，南入
口用圆石形成路障，北入口有一个电
子门岗。贯通南北入口的道路两边全
是商铺，商铺门口杂乱地摆放着二三
十辆共享单车和电瓶车，而在这些车
辆中间，伫立着的标示牌上面写着“城
市 广 场 ，机 动 车 、非 机 动 车 禁 止 停
放”。

随后记者来到芭蕉园小区。小区
的两个入口处醒目位置分别摆放着一
米多高的告示牌，写着“共享单车，请
勿进入小区，谢谢合作”。但记者在
小区里逛了一圈，发现多处仍有数目
不等的单车散乱停放着。

记者又分别走访了置地城一期、
摩根时代、达高国际二期等小区，这
三个小区情况相对较好。其中，置地
城和达高国际小区内没有发现共享
单车。摩根时代 8 栋 1 单元门口停放
着 1 辆，且很快被巡逻的保安“请”出
了小区。据了解，这三个小区均为封
闭式小区，在入口处都有门岗严格把
控，保安在园区内不定时巡逻，一旦
发现有停放的共享单车便立刻推出
小区。

市民 有人欢喜有人愁

共享单车该不该进居民小区呢？
市民们对此看法不一。

家住达高国际的张女士认为共享
单车进小区会给老人和小孩带来安全隐
患。“有天我带着娃儿在小区散步，娃
儿蹦蹦跳跳的，一不小心就撞到了单车，
当时车子一下就倒了，差点砸到娃儿。”

馨城家园的刘先生觉得共享单车
进小区会妨碍居民出行。“小区停车场本
就小，这些共享单车‘霸占’停车位不说，
还乱停乱放，有时开车还被挡到路。”

芭蕉园的居民张奶奶说：“有的人
素质太低，把共享单车到处乱停，甚至
直接扔在花坛里的，破坏了小区内的
绿化，实在不应该。”

而一些市民也持不同看法。馨城
家园的张女士说：“我住在城西，要到
北门上班，为了赶时间我都把共享单
车停到小区单元门口，这样出门时就
不用到处找车了。”同小区的吴女士
认为：“骑共享单车就是为了图方便，
停到小区里用起来更方便。”

物业 管理有难度

居民在热议的同时，物业也有话说。
置地城、达高国际、摩根时代的物

管采用了灵活的管理办法：一是在小
区门口拦下共享单车。二是保安在小
区内不定时巡逻抓“漏网之鱼”。置地

城客服主管刘慧英说：“业主要把共享
单车骑进小区，门岗保安就应该拦下
来。如果遇特殊情况必须要骑进去，
保安跟着进去再把车推出来。”

而芭蕉园小区和馨城家园的物管
则觉得这个办法行不通。馨城家园的
物管说：“我们小区本来就是半开放式
的，没办法在门口拦下来。而且共享
单车数量大，就算上午清理出去了，下
午又会骑回来一大堆，管理起来实在
太困难。”

“如果遇到不听劝的居民，保安也
无能为力。我们给共享单车客服打过电
话寻求解决方法，但是对方表示只回收
街道上的共享单车。无奈之下我们只能
用货三轮把共享单车拖到小区外的指定
停放点，但是这种方法也不是长久之
计。”芭蕉园小区的物管直呼“头痛”。

记者拨通了哈罗单车的客服电
话，对于如何管理共享单车进小区的
问题，哈罗单车给出的答复是，他们标
示在地图上的共享单车准停区域不包
含居民小区，但这并不是强制性规定，
他们也不能阻止骑行者把共享单车停
在小区内。

“小区环境靠大家。”各小区物管
纷纷呼吁，希望居民自觉把共享单车
停在街道上规划的位置。同时物管也
会加强小区管理，在门岗处规劝、小区
内张贴“禁停”提示，安排巡逻队不定
时清理小区内的共享单车。“希望物
管、居民一起携手，建立更加文明的生
活环境。”

本报讯（实习记者 卢凌嘉）4月 15
日上午，我市第二届“雁子舞”展示季
——第八届群众广场舞蹈大赛在雁城
西门桥广场举行。本次活动由雁江区
委宣传部、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主办，区文化馆承办。

早上 8点，现场已是人头攒动，观
众们都翘首期待比赛开始。“你用眼
睛告诉我，黑白真假，你用美丽告诉
我，纯洁无瑕……”伴随着动人的旋
律，江南半岛喜洋洋健身队的队员们
在歌声中翩翩起舞，拉开了本次比赛

的序幕。比赛场上，队员们精神饱
满，表演张力十足。《我爱中国》《好山
好水好地方》《天下姐妹》等 23支舞蹈
轮番上阵，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视听
盛宴。

据悉，比赛将持续 5 天，4 月 15 日
—4月 19 日每日上午进行，15 日—18
号日初赛，19 日决赛。节目分为群
众舞蹈、大众健身舞、健美操、国标
舞、锅庄、腰鼓舞、柔力球、武术、木
兰拳九大类，来自全城的 100 余支队
伍将进行激烈角逐。

□ 本报记者 徐嘉欣

近日，网友“billmgh”在资阳网论
坛民意专区发帖，称雁城书香府邸小
区进出口通道被董钧路承建商半封
闭，只剩下一条狭窄的道路，进出车辆
无法错车，影响小区居民出行，也存在
安全隐患。

现象
道路狭窄 错车困难

4 月 10 日下午，记者在教育园区
董钧路看到，从书香府邸小区大门往
育才路方向，数十米道路被施工围栏
围了起来，原本两条车道只剩一条车
道可通行。道路中间有个弯道，由于
围栏遮挡了视野，从不同方向行经此
处的车辆都看不清对面的情况，只能
减速鸣笛通过。围栏上的施工公告显
示，该工程是市政道路工程，路段施工
时间将持续到 6 月 30 日，为了保证正
常施工和安全，将分段对部分道路进
行封闭、半封闭施工。

“一条车道错车很麻烦，尤其是上

下班高峰，如果遇到对面来车，技术差
一点的司机倒车可能都要耗上十几分
钟，太耽误时间了！”驾车经过的刘先
生说。居住在书香府邸小区的苏女士
说：“每次我经过弯道的地方都很紧
张，根本看不到对面有无来车。如遇
到对面来车，我就得倒回来等对方先
走。而且这是小区唯一的出入口，这
也堵住了消防通道。”

施工方
已调整围栏 争取早日完工

随后，带着居民反映的问题，记者
联系了诚兴建设公司，相关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该路段正在进行地下管网
施工，为了安全考虑才对施工区域进
行打围。但为了交通安全，围栏可适
当调整。

第二天早上，记者再次来到这里，
发现围栏已经进行了调整，道路多留
出了 1 米宽，中间弯道处让出了一个
弧形区域，视野相较之前宽阔了些。
施工方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正在加紧
施工，争取早日完工。

爱的缘起
组建救援微信群

爱宠协会的成立源于一个温暖而
悲伤的故事。协会创建人唐丽，大家
亲切地称她为唐姐。2010年，唐姐因
生意压力患严重抑郁，每天只能靠酒精
和药物入睡，而将她从痛苦中拯救出来
的是一只吉娃娃狗狗。唐姐说：“我只
给它提供食物和住所，它回报给我所有
的爱与忠诚。”这只狗陪伴唐丽度过了
人生最艰难的时光。唐姐给狗取名为

“小胖”，将它视为亲人。但两年后的一
天，小胖走失了，唐姐到处张贴寻狗启
事，酬谢奖金从500元涨到2万，依然杳
无音信。

从那以后，唐姐在街上看到流浪
狗，便会想起小胖。她无法对流浪
的小狗小猫坐视不理，便将它们抱
回家，给它们洗澡、看病、驱虫，找好
心人收养。

2013 年，唐姐和同样富有善心的

4 个好友，组建了“资阳爱宠协会”微
信群。平时在街上看到需要帮助的
流浪猫狗，大家协力救助。后来队
伍逐渐壮大起来，唐姐被推选为爱
宠协会主席、资阳爱宠协会微信群
负责人。

筹集善款
人多力量大

每月 1 日，是群里约定自发捐献
协会基金的日子。每次捐款从几角
钱到几百元不等，每一笔钱都有记
录，并公布在群里。唐姐还记得第
一次捐款金额是 700 多元，后来逐渐
增多，从几百到一千、两千……现在
每月捐款额 6000 多元，全部用于救
助流浪猫狗。

救助最常用的方法是一经发现被
遗弃的小猫小狗，就将消息公布在群
里，通知较近的群成员救助，为它们清
洗、检疫、治病后寻找爱心收养人。期
间，所有的喂养费用由救助基金承担。

全力救助
不放弃每一条生命

这些年发生了太多令人感动和心
碎的故事：下枯井救助小猫、抱起被车
轮碾压致残的小狗、爬上窗台拯救流
浪猫、竭尽全力救助生命垂危的流浪
狗……不管救助过程是多么困难和危
险，不管严寒酷暑，爱宠协会成员不放
弃任何一条生命，全力救助。

“那么多困难人群不救助，还有闲
钱去救狗！”爱宠协会偶尔会受到不理
解的群众指责。“其实救助流浪猫狗，也
是在改善城市环境卫生，救助人类自
己。”唐姐说，爱宠协会不会轻言放弃，将
一直坚持下去。“倡导文明养宠物，出门
栓狗绳，及时清理排泄物，不影响他
人。也不要盲目养宠物，如果选择养
猫养狗，请给它们一个家，做到不伤
害、不抛弃、不放弃。”唐姐说，希望更
多的善心人能用领养的方式代替购
买，给这些流浪猫狗一个生存的机会。

本报讯（记者陶思懿）3月28日，本
报以《安居小区乱象让居民有怨言 社
区：正在积极协调解决》为题，报道了雁
城安居小区垃圾囱封堵后居民乱扔垃
圾和去年涨洪水期间堵塞的下水道迟
迟不清掏，市民盼望整治一事。4月 10
日，记者再次来到安居小区，发现小区内

封堵后的垃圾囱口也没有乱扔的垃圾，
下水道已被清掏，整个小区环境大大改善。

“垃圾囱堵了后，也没人乱扔垃圾
了，老鼠少了，异味也少了，小区干净
多了！前几天下水道也清掏了，再也
不用担心今年下雨污水溢出来。”小区
居民李婆婆说。

共享单车进小区
有人欢喜有人愁

6年
他们救助了
几千只流浪猫狗

推进“五城同创”

走在雁城热闹的街头，
你是否注意过蜷缩在
角落的流浪猫狗。它们

看你的眼神带着一分希望、一分
哀求……它们的食物来源于人
类的垃圾桶，任何意外、伤害，随
时可能使它们失去生命。

资阳“爱宠协会”，一直在为
这些流浪小猫小狗默默付出。这
个致力于流浪猫狗救助、领养的
非盈利性民间团体，2013年成
立以来，6年间，会员从5人增加
到1300多人，救助流浪小猫小
狗达几千只。

□ 实习记者 卢凌嘉

近年来，共享单车的出
现，方便了人们出行。
但随着共享单车的普

及，它衍生出的问题也是层出不
穷，这其中，市民反映最强烈的
就是共享单车进居民小区乱停
乱放乱象。为此，记者走访了雁
城部分小区。

□ 实习记者 郭菁 现状

热闹！
第八届群众广场舞大赛开幕啦

道路施工打围阻碍车辆通行
施工方：已调整围栏 争取早日完工

安居小区环境好多了

馨城家园小区单元楼门口停放的单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