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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拳出击
拆除违建近4万平方米

2019 年以来，市城管行政执法局联
合公安、莲花街道办等部门，以“拆出来、
改出来、管起来”三步走为思路，推进了莲
花片区老旧小区改造，逐步实现了“道路
硬化、出行亮化、四旁绿化、环境美化、秩
序规范化”的小区品质提升目标，切实解
决了居民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民生实事。

据统计，2019 年莲花片区共组织拆
违 30余批次，先后拆除铁一村、和平北路
7 号、雁北巷等老旧小区中占用消防通
道、存在安全隐患、影响市容市貌的各类
违法建筑近 4万平方米，其中铁一村幼儿
园、高埂子等多处违建形成业主自拆、先
自拆后助拆的良好态势。

华丽转身
脏乱差变洁净美

违建拆除后，莲花街道办积极争取

市（区）资金，协调相关部门，对铁一村
等 13 个老旧小区进行改造，将大理石厂
等 8 个点位纳入背街小巷改造项目，对
拆除违建后的地面进行硬化、绿化、美
化、亮化。设置休闲座椅、垃圾箱、篮球
场、排球场、健身器材，安装太阳能路灯
等，优化小区环境、提升小区品质，如
今，莲花街道办辖区的老旧小区面貌焕
然一新，居民的获得感、认同感、归属感
显著提高。

居民点赞
铁一村变成铁路新村

“我是土生土长的铁路子弟，过去的铁
一村基础设施差，违章搭建多，乱堆乱放、
乱牵乱挂现象十分突出。现在居住环境大
变化，我们的铁一村是铁路新村了！”火车
站社区铁一村居民施艳丽说，2019年，城管
部门拆除了这里的违法建筑，社区协调成

都铁路局，对这里进行改造，如今铁一村变
得漂亮、整洁。

铁二村居民易建秀对此也深有感触，
她高兴地告诉记者：“过去这里都是乱搭建
的房屋，脏乱差。现在，拆除了违建，社区
将空地进行了改造，建起了运动场地，我每
周都要带着孩子来这里打乒乓球。”

如今，看到生活环境发生巨大变化，
莲花片区的居民不仅不会阻拦拆违，反
而还欢迎拆违，争取拆违。

搜索“资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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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城莲花片区拆违建
居民老小区住出新滋味

“消防通道不堵了，小区环境变
好了，住着更舒心！”“住了几十年的
老小区变出新模样，大家生活更幸福
了。”……如今，穿梭在雁城莲花片区
火车站家属区、铁校小区等多处老旧
院落，提到居住环境的改善，居民们
纷纷赞不绝口。

不买房，不搬家，老小区住出新
滋味。这一切改变，都源于《资阳市违
法建设专项治理五年行动实施方案》
的落地落实。

□ 陈元根 本报记者 徐嘉欣

高埂子整治前后。

大理石厂整治前后。

铁一村整治前后。

□ 本报记者 卢凌嘉

“家旁边就是垃圾池，臭气熏天，蚊虫
乱飞，连窗子都不敢开。”1月 3日，网友范
先生在“今日资阳”APP“我要爆料”栏目
反映雁江区南津镇水竹林村环境卫生问
题，记者立即与范先生取得联系，进行调
查采访。

现场
垃圾成堆 臭气熏天

当日 13时许，记者在南津镇水竹林中
心村街找到了范先生所反映的垃圾池。
记者看到塑料袋、饮料瓶、果皮、空纸盒等
生活垃圾堆成一座“小山”，早已漫出垃圾
池与路边的杂草混杂在一起，占据了约 10
平方米，散发出阵阵异味。

范先生的家离垃圾池仅 10余米，几年
来深受其扰。“一到夏天房间里到处都是
苍蝇，根本不敢开窗。”范先生的母亲忧心
忡忡地告诉记者，由于家就在垃圾堆的旁
边，长期下去她担心对身体造成影响。

据了解，范先生家旁的垃圾池是中心
村街的垃圾倾倒点。但由于附近有一个
村子没有设置垃圾倾倒点，村民也会将每
日的生活垃圾倾倒在此，因此，中心村街的
垃圾池长期异味重，垃圾多的时候甚至堆
到了马路中间。范先生还反映，该处垃圾
池存在清运不及时的问题，“有时候 20多
天来收一次垃圾，有时候一个多月才来收
一次，加上清运车的容量小，垃圾每次都
只收了一部分，从来没收完过。”范先生指
着几件挂在树丫上的衣服告诉记者，“这
些被扔掉的衣服已经挂在那里快一年
了。”

政府
已更换清运公司，将取消垃圾倾倒点

村里建垃圾池是必须的，但范先生和
村民都认为垃圾池不应该建在人来车往
的马路旁边，不仅影响村子美观，垃圾堆
散发的异味也影响行人。

当日下午，记者就此事采访了南津镇
政府，工作人员陈善金说，由于曾经负责
水竹林村垃圾清运的公司承担的清运工
作多，导致垃圾清运不及时。接到村民反
映后，镇上已换了清运公司，范先生家附
近的垃圾当天下午就会运走。

陈善金表示，下一步将把此处的垃
圾池取消掉。同时，加强对其他两个垃
圾池的规范管理，确保村民生活环境的
干净整洁。

南津镇水竹林村垃圾池臭气熏天
镇政府回应：已更换清运公司，将取消垃圾倾倒点

因病致贫获帮扶

早年，张成和妻子离异，大儿子跟着妻子回到娘家生活，小儿
子跟着张成继续生活在白坡村。

2015年，张成被查出患有肝硬化，其大儿子得知后回到他身
边照顾。由于患病，张成基本失去了劳动能力，为了治病，家里已
是入不敷出。2015年，张成家被纳入贫困户，在扶贫帮扶的过程
中，张成享受到了国家的好政策，也让他更加感受到了来自周围
人的温暖。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爸爸就想报答大家。”张成的大
儿子告诉记者，父亲生前受到了来自政府、来自社会各界的关心
帮助，所以他要用自己的能力回报国家、回报社会。

发生在张成身上的爱心故事至今仍在村里流传……

村医张心的牵挂

近两年来，张成病情不断加重，一些突发紧急情况时有发生，
村医张心便成了张成最好的“守护者”。遇到突发情况时，张成总
是第一时间想到张心，而张心每次也都毫无怨言地全力帮助。为
此，张心习惯了手机晚上不关机不静音。张心说：“如果我的电话
打不通或者没人接听，他们怎么办嘛。”

张心记得，去年 10月的一个晚上 11点过，熟睡中的她又一次
被电话铃吵醒，电话中传来张成急促而低沉的声音：“张医生，我
恼火得很，快点送我去趟医院。”张心不敢怠慢，一骨碌爬起来穿
上衣服，开着车奔向了张成家。

张心说，赶到张成家时，半便池的排泄物（血水）已经呈乌黑
色了，张成整个人蜷缩在厕所里，脸色苍白。张心和张成的大儿
子迅速将他扶上车，把他送到了雁江区中医医院就诊。

在医院办理完所有手续后，张心开车回到家已是凌晨 3 点
过了。

雨夜的一张棉被

2019 年春节前夕，连绵的冬雨让夜晚更加寒冷。看着下个
不停的雨，白坡村党支部书记刘香和张心同时想到了张成，于是
一起连夜给张成送去了一张棉被。

她们赶到张成家时，张成已经躺在床上睡下了。她们看到，
张成就盖着一床单薄的被子，脱下来的衣服搭在被子上面。刘香
和张心立刻把棉被取了出来，给他盖上后才静静地离开。

在白坡村，发生在张成身上的温暖故事还有很多。
水滴筹善款的筹措和汇集，四面八方的爱心让张成深受感

动；帮扶单位经常上门关心和慰问，为张成的日常生活解决了很
多难题；镇村干部经常走访，给张成争取到临时救助；邻居们免费
送时令蔬菜、鸡鸭蛋，让张成家的生活有了“百家味”；兄弟姐妹们
的大力支持，让张成少了很多后顾之忧……

大家在帮助张成的过程中传递着爱心，他们的想法都很简单
朴实。

白坡村 7组村民田方说：“就给他们送些自家种的菜，他们又
没种庄稼。”

张成大哥张友说：“我们兄弟姊妹给他花了五六万，希望他少
受点罪，活得好一点。”

水滴筹网友“多点自信”说：“我们的小善举能拯救一家人，
值得！”

……
张成在这些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们的关心和帮助下，一次又一

次地被温暖着、被触动着。他能想到的最好的回报方式，就是捐
赠遗体。

张成的大儿子告诉记者：“父亲是要强的人，他最遗憾的是这
些人情账没机会还了。”

“最后的晚霞和最初的晨曦一样都是光照人间。”遗体捐献荣
誉证书上的这句话是对张成行为的最好诠释。光照人间，张成用
最宝贵的身体为传递爱心做出了最好的表率，用他的全部回报了
帮助过他的所有人的爱心。

回报社会帮扶回报社会帮扶
贫困户捐献遗体供科研贫困户捐献遗体供科研

本报讯（记者 卢凌嘉）近日，家住雁城
城东新区鼎晟泓府小区的李先生拨打本
报新闻热线26656119反映，小区外有根
隔离桩设置不合理，“坑苦”来往车辆。“车
子经常被这根隔离桩刮擦，尤其是夜间视
线不好的时候。”

1月 7日下午 3点，记者来到鼎晟泓府
小区外，看到隔离桩将绿化带围了起来，
而李先生所说的那根隔离桩就在最外面
的位置，处于两条道路的交汇处。“这里商
铺多，很多车主都来吃饭或办事，转弯进

来时就需要经过那个桩子，稍不注意就会
撞到，尤其是在错车和避让行人的时候。”
附近商家徐先生告诉记者，就在 1小时前
就有人开车撞上了这根隔离桩，且这种情
况基本上每天都会发生。

记者看到，由于长期与车辆发生刮
擦、碰撞，隔离桩已经倾斜松动，表面被磨
花，黄黑相间的警示条纹很难看清，车辆
进出时不得不放缓速度，小心避让。“每天
撞两三辆车都是正常的，现在客人过来吃
饭，我们都要出去帮忙看到。”附近一家饭

店的老板向记者抱怨道。
针对此事，记者联系到了安装隔离桩

的佳家物业。“这些隔离桩是我们去年 6月
份安装的，为了防止有人将车开上绿化带
停放。”物业管理负责人罗今菊表示，物管
人员会立即将隔离桩拆除。

当天 17时 30分，记者在现场看到，让
来往车辆频频“受伤”的隔离桩已被拆
除。“拆除了确实要方便些，也减少了大家
不必要的损失。”对于这一结果，附近居民
表示很满意。

鼎晟泓府小区外

致来往车辆频频“受伤”的隔离桩已被拆除

本报讯（记者 蒲敏）1 月 3 日，雁江
区南津镇刘家村人头攒动，村民们聚在
一起，仰头看天上一架无人机将电线稳
稳当当放下，无人机和电力员工默契十
足地完成了架线。

“现在的科技太发达了，以后开空
调，开取暖器都不得跳闸了。”村民们喜
笑颜开，迎来 2020年的第一件大事。

据了解，南津镇刘家村的 5、6、7 组
过去共用一台变压器，由于供电区域地
形复杂，且农村家用电器不断增多，很多
村民反映电力不足，电压偏低。“以前就
不敢开空调、取暖器这些，如果同时使用
的电器多了，就要跳闸。”5 组村民告诉
记者，用不了大功率电器，感觉过年都过
不暖和，过不舒畅。

国网资阳市雁江供电公司在了解到
这一情况后，积极安排，南津供电所于 1
月 3日断开 10KV 伍刘线 45#杆上开关，
对南津镇刘家村的 5、6、7组进行了台区
拆分，为人口相对密集的 5 组新立电杆
并增加一台变压器，单独成为一个台区。

一根崭新的电线连接起电杆顶到山
脚的 60米距离，为刘家村的村民送去温
暖。

“啪！”傍晚时分，45#杆合上开关，
施工结束。工作人员的电话不断接进：

“我们家通电了。”“有电了！”
冬日的黄昏里，刘家村家家亮起灯

光，户户传来电饭煲里的饭香。按下空
调开关，拧开取暖器，2020年的春节，将
明亮又温暖！

无人机架线
过年用上优质电

“唯一能为国家做出的一点小供献我很高兴。”2019年
7月 27日，雁江区伍隍镇白坡村贫困户张成（化名）将这句
带有错别字的话发在了微信朋友圈，配图是他捐献遗体协
议的相关证明文件。

同年12月23日 ，肝硬化将张成的生命定格在了47岁，
而他的遗体也按照他生前遗愿捐献给了四川大学华西基法

（基础医学与法学）学院，供医学科研。
1月2日，白坡村已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在张成的家中，

一幅遗像都不曾见到。他的亲人、邻居以及帮扶责任人、村
干部，都传递出张成生前的同一个想法：用捐赠遗体的方式
回报国家的好政策和帮助过他的所有人。

□ 本报记者 李小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