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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实习记者 苏秋伃）近日，
有 热 心 市 民 打 进 本 报 新 闻 热 线
26656119，称雁城银杏园小区部分居
民在小区草坪上随意“圈地”停放小轿
车，还有人私自搭建房屋停放电瓶车，
不仅破坏了小区绿化，造成小区拥堵，
还存在安全隐患。

记者随后来到银杏园小区，看到
小区内两侧空地上安有三角停车地
锁，还搭有简易遮阳棚。“这些是私人
划的停车位，都在小区绿化带里。”一
位居民说，近几年，小区哪家住户买了
汽车就自行“圈”一块地来停，久而久
之小区绿化带就变成了“停车场”。

记者还发现，小区护栏外的小山
坡旁有一排简易的砖房，房子的一半

悬在空中，地基、钢筋暴露在外，看起
来十分危险。据小区居民说，这些房
子都是居民自己出钱搭建的。“几家人
凑钱修的，里面可以停好几辆电瓶
车。”一位车主告诉记者，“知道这样搭
建会给大家出行带来不便，但这是老
小区，一直没有车位，为了安全，只好
修个‘车库’来停车。加之小区没有物
管，所以就更乱了。”

4 月 15 日，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局有关工作人员在收到记者反映的
情况后，立即到现场查看。该工作人
员在查看后表示，小区内 14 处用于停
放电瓶车的砖房都属违建，接下来他
们会与居民沟通，争取尽快把这些违
建拆除。

本报讯（记者 陶思懿）近日，
记者从城东新区管委会了解到，
航向花园安置小区现已动工开
建，力争 3年内完成。

据了解，航向花园安置小区
选址在资阳导航台旁，但由于导
航台对周边磁环境有严格的要

求，导致航向花园安置小区迟迟
未动工。2016 年，由于成都天府
国际机场的修建，原资阳导航台
已迁建于伍隍镇龙门村。在征得
相关部门同意后，今年 3 月，航向
花园安置小区正式启动建设。建
成后，小区总建筑面积约为 73 万

平方米，可容纳 6000余户住户，配
套设施完善，配建了幼儿园、停车
场、社区办公用房、物业管理用
房、公共卫生间、商业用房、集中
活动场地等，不仅交通便利、环境
优美，也能满足群众的基本生产
生活需要。

本报讯（谢承爽）日前，我市开展“3+3”缓堵
保畅第二次联合执法。与此前整治不同的是，当
日整治行动取消了固定执法点，采取流动巡逻执
法的形式，在城区主要路口开展交通秩序、市容
市貌整治。整治中，一位六旬大爷骑着报废 10
年的摩托车上路被交警逮个正着。

在和平南路附近，交警发现了一辆造型很
“复古”的两轮摩托车，摩托车的方向把手是用透
明胶固定的。交警拦住该车，让驾驶员出示驾驶
证、行驶证。这位驾驶员姓郭，已经 60 多岁了，
根据行驶证上的信息显示，这辆“古董”摩托车
2009 年就该报废，但郭大爷仍骑着它跑了 10 年
共 13 万公里。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交警对
摩托车予以收缴，强制报废；对郭大爷处以 1000
元罚款，并吊销其机动车驾驶证。

本报讯（记者 刘佳雨）3月 5日，本报以
《这条巷子路灯不亮 街道办：将重新安装电
表箱》为题，报道了雁城建设东路老林业局
旁的巷子里路灯长时间不亮的事。近日，
记者再次来到这条小巷，发现该处路灯已
重新亮灯，市民们均可放心行走。“以前一
直黑黢黢的，3月 26日路灯就通电了，现在
亮堂了，出门也方便了。”市民吕女士说。

□ 本报记者 徐嘉欣

近日，网友“yue311”在资阳网论
坛发帖称，雁城有不少诊所针对儿童
感冒咳嗽自制膏药，该网友想知道：诊
所自制膏药是否需要药品生产许可、
卫生许可？是否对相关人员资质有要
求？

4月 12日，记者走访了城区多家诊
所，记者发现自制膏药的诊所并不
多。资溪花园附近一家诊所针对儿
科、妇科、外科、骨伤科等病症，推出了
中医药敷贴疗法。诊所医生表示，他
们可针对患者不同病症调制不同的敷
贴膏药，并且敷贴膏药都是用中药材
粉末调制而成。

该诊所自制膏药行为是否符合相
关规定呢？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处得
到回复：“中药加工成细粉，加水、酒、
醋、蜜、麻油等中药传统基质调配、外

用，在医疗机构内由医务人员调配使
用是允许的。另外，受患者委托、按医
生处方利用中药传统加工而成的制品
也不算违规。”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
表示，未经过化学反应制作，进行简单
传统工艺加工是允许的。诊所自制敷
贴膏药这种行为属于诊疗行为，医生
按照患者病症配药，用在特定对象身
上，不属于生产和销售药品的行为，并
无违规操作。

该工作人员还表示，若市民因为
膏药的卫生、质量问题引发不适，可
拨打 12315 进行投诉。对于诊所的卫
生安全监管，雁江区卫生和计生执法
监督大队工作人员称，日常有协管员
对诊所进行市场巡查，并且会组织对
辖区相关个体、机构进行业务和法律
法规培训。如果市民发现诊所存在
卫生安全问题，可拨打 028-6243363
进行投诉。

本报讯（实习记者 黄永刚）4月 15
日，市民欧先生打进本报新闻热线
26656119，称雁城上西街明明是单行
道，但地面标识还有逆向箭头，如果开
车驶入算不算违章？

上西街地处资阳老城区商业繁华
地段，规划为单行道，周边有雁江一中、
二小等学校，高峰时段人车混行较为拥
堵。16日上午8点40分，记者从上西街
路口步行至政府东路交叉路口，见到路
口设有“禁止车辆驶入、停车”等标志，
交通指示灯仅左转时变绿，直行灯一直
为红灯，而路面划有一道逆向箭头标

识。一路走过，记者发现除公交车外，
并未见到私家车辆逆行。

对此，在上西街路口执勤的交警
告诉记者，上西街属单行道，除公交
车、救护车等特殊车辆外，禁止其他社
会车辆沿上西街由东向西逆行。关于
市民欧先生提到的逆向箭头标识，交
警表示，在这个路口行车需注意路边
的警示标志，地面的箭头主要是给公
交车、救护车等特殊车辆设置的。同
时他提醒市民，驶入单行道属于违反
交通禁令行为，按照道路交通法有关
规定，将处罚款 100元、记 3分。

雁城上西街是单行道
为何还有逆向箭头标识？
交警：逆向标识专为特殊车辆设置

诊所自制膏药是否违规？
市市场监管局：允许传统工艺制作

公共绿化带成了停车场
银杏园多数居民盼整治

老人骑报废摩托车
上路遭起
车被收 罚款一千 吊销驾照

“社会工作是一份需要情
怀的工作。”4月12日，在
市心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从事管理岗位的王姣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

今年29岁的王姣是达州人，
大学时学习的就是社会工作专业，
2016年4月来到资阳。3年来，她
服务过四三一社区、雁家社区、鸿
丰社区、马鞍社区、滨江路社区。在
她的参与和带动下，党员志愿服务
队、青少年模拟法庭小组、义仓志
愿者团队、红悦合唱团等社区趣缘
群体积极参与社区治理，成为温暖
社区的主要力量。

□ 本报记者 郭春荣

孙子有先天障碍的关成秀，买房、
找孙媳、家事也不忘问问王姣的意见；
走在街上，她曾服务过的对象都会热
情地和她打招呼……

这些服务对象早已把王姣当作了
家人，成为自己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而王姣也在这份工作中收获了
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王姣坦言，由
于服务项目来源
不稳定，资金来源
不稳定、社工人才
队 伍 也 不 够 稳
定。“希望有更多
的社会资源投入
到社会工作的项
目当中，我市的社
会工作必将更上
一步台阶。”

资阳心公益社工王姣：

责任与情怀同行 让社区更温暖

帮助“后进生”
坚定社工路

2013 年 4 月 20 日雅安发生了
7.0 级地震，在学校的安排下，王姣
参与了雅安市芦山县灾后救援行
动。在服务期间，灾后学校的一位
老师向她们“诉苦”：“有个学生是留
守儿童，成绩不好又没有自信，作业
都是乱写乱画。”

此后每天放学后，他们都邀请
这个孩子到“五点钟学校”做作业。
刚开始孩子不爱和社工说话，一个
人躲在墙角，手里拖着书包，衣服也
穿得不是那么整齐干净。王姣见
状，就找机会和他聊天，陪他做游
戏，送他回家，慢慢地，小男孩开始

愿意把作业给王姣检查，并和她说
心里话。在大家的帮助下，小男孩
越来越自信，逐渐开朗起来，成绩也
好起来。

看到孩子的变化，王姣深有感
触。从那以后，她更加坚定了从事
社会工作的决心。

3 月 29 日，王姣和同事带着慰
问品，来到鸿丰社区马巷子后街 10
栋陈婆婆家里，和她拉家常。虽然社
区提供了老年人大致的家庭情况，但
王姣认为聊天更能加深感情。

“这是今年 1月才开始的市民政
局服务项目——鸿丰社区社区营
造，由于社区人多，分布较广，需要
挨家挨户进行走访。”在走访中，王

姣耐心地为所有服务对象介绍项目
内容：针对 60 岁以上老人，每月上
旬，为当月生日的老人集中过生日；
每月中旬，为他们提供义诊服务；每
月下旬，为他们提供理发服务。

“以后我们还要在社区中寻找
兴趣爱好相同的居民，引导她们组
建小组，自行管理，自我服务，自我
照顾；在此基础上大家价值理念相

同，就可以孵化和培育成一个社区
社会组织去影响更多的人参与社
区服务。”在王姣服务过两年多的
四三一社区，她引导孵化了社会组
织“四三一义仓”。截至目前，该社
会组织已经吸纳爱心家庭 137 户，
志愿者参与 544 人次，接受派送物
资捐赠物资 1193 件，总价值近 30
万元。

履行社会责任
做“他们”的亲人

寻觅趣缘群体
引导孵化有爱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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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5 日，记者
在雁城湿地公园河
边看到，这里的安全
指示牌、文明指示牌
均存在不同程度的
损坏、老旧现象，影
响了市容市貌。
实习记者 苏秋伃 摄

航向花园安置小区开建
力争3年内完成

老林业局旁巷子
路灯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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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姣与社区老人拉家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