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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市民蒋满容

义务服务小区十年
□ 本报记者 郭春荣
在雁城幸福社区徐家坝安置小
区，有一位老人十年如一日为小区
默默奉献，把小区管理得井井有条，
获得广大居民的称赞。在她的带动
下，小区居民齐心协力，共同建设美
好家园。
这位老人就是蒋满容，年过六
旬依然精神饱满、身手矫健，是大家
眼中的热心人。
“我每天早上送了孙儿回来就
开始打扫小区，从 8 点过到 9 点过，
下午看到脏了就捡一下。我们这个
无物管公司小区的环境卫生比有些
有物管的小区还好。”近日，记者来
到徐家坝安置小区，蒋满容在洒扫
之余欣慰地告诉记者。
据了解，徐家坝安置小区是一
个建成近二十年的老小区，有赔偿
房 2 栋、商品房 1 栋、公厕 1 座，一直
以来无物业管理公司。蒋满容曾做
过环卫工人，当时正是负责维护这

蒋满容义务打扫小区。

个小区及周边区域的环境卫生。十
年前，由于年龄和家庭原因，蒋满容
辞去环卫工作，但仍一如既往甘当
小区“美容师”，义务打扫小区公共
区域及公厕。后来公厕卫生由环卫
部门接手，蒋满容才放心“交付”。
目前，在蒋满容的带动下，小区居民
合力搭起了活动室、车棚，浇筑了水
泥院坝。
如今，徐家坝安置小区干净整
洁。院坝内，3 棵黄桷树伸展着茂
密的枝叶，为老年活动室、非机动车
车库遮阳挡雨。适逢闲暇，居民们
相邀到活动室打牌聊天，
其乐融融。
据了解，老年活动室由蒋满容
号召小区居民共同募资购买材料搭
建而成，剩余资金购买了车库顶棚；
车库周边围栏、新浇筑的水泥院坝
材料，是她请社区出面找附近建筑
工地支持的，搭建工作由小区居民
共同参与完成。除此之外，为了让
小区楼道保持清洁，她不时组织居
民开展楼道清扫、栏杆清洁；为了配

雁江区将开展婚俗改革试点

领证更有仪式感！
合做好文明城市创建，她将宣传资
料发放到各家各户……
默默付出不求回报，蒋满容的
事迹获得了广泛认可。2019 年，她
被评为“资阳市雁江区 2018 年基层
群众性自治组织先进队伍建设工作
先进个人”，还获得“资阳市雁江区
‘爱在蜀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志愿
服务证书”
。
“蒋阿姨一直在为这个小区服
务，她的号召力比较强。”徐水花担
任网格员 3 年，蒋满容的付出、小区
的变化，她都看在眼里。
“她没有得到一分钱，但小区卫
生基本都是她带头打扫。”
“ 对人热
心，肯帮忙。”……小区居民纷纷为
蒋满容点赞。
“做这些事的过程中我很快乐，
家里人都支持。以后要结合文明城
市创建，把小区搞得更好。”在蒋满
容心里，小区是文明城市的一部分，
配合创文工作把小区打造得更好是
她今后的目标。

9 月 16 日起雁城建设南路、上西街、下西街
及外西街分时段封闭施工

小区管道改造后漏水积水，居民质疑——

我家好好的厕所怎么改成这样？
老小区水管破裂 居民自筹资金改造

□ 本报记者 谢承爽

“好好的卫生间，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任何人都接受不了……”近日，雁城市民李
先生向资阳网爆料，称自己所住的小区由
于下水管道破裂，居民自筹资金进行了管
道改造，但是改造后的管道却出现漏水等
一系列问题。

据李先生介绍，自己居住的小
区位于建设南路，没有物业管理公
司，属于居民自治的老旧单位家属
楼。8 月 29 日，小区居民自治管理
委员会贴出通知称，由于单元楼厕
所管道年久失修破裂，污水渗漏到
低层住户，要求该单元 2-6 楼住户

每户交纳 965 元进行集中改造，
费用
包含管道改造费、人工费和便盆更
换费等。
“他们从来没有征求过我们
单元楼居民意见，也没有对施工项
目、
所需材料清单进行公示，
直接找
来施工方，甚至连便盆都替我们选
好了。
”
李先生说，
通知贴出后，
单元

楼部分居民均表示没发现渗水现
象，
因此，
大家起初都不愿意交钱改
造。但小区楼长王大妈开始不停给
住户打电话催交，
并称
“只有一两户
住户未交费，不要少数人侵害全单
元楼住户的共同利益”。于是大家
只好交钱签字。

马桶换蹲便 暗管改明管
9 月 5 日，楼长王大妈带领施工
人员上门，开始对右侧住户家厕所
管道进行改造。
李先生说，他家卫生间原来安
装的是坐式马桶，考虑到单元楼其
他住户此次都集体更换指定的蹲
便器，于是也同意更换由王大妈统
一购买的价值 65 元的蹲便器。但
施工人员上门后表示，安装了蹲便
器只能外接水管冲厕，这让李先生

不能接受：
“农村厕所都有抽水箱，
为啥城市家庭卫生间还不能安装
抽水箱？”李先生联系了王大妈，王
大妈表示，其他住户都是外接水管
冲厕，不能搞特殊化，且施工项目
并不包含安装水箱，所付的款项也
不包含抽水箱。经过协商，李先生
自行购买了抽水箱，由施工人员进
行安装。
原本以为解决了抽水箱问题

后，改造工程就会顺利进行，令李
先生没想到的是，之后的问题却越
来越多。
“原来洗衣机、洗手台排水
管道都是走的暗管，师傅也没问我
一句，就直接把排水管堵了。”李先
生说，施工人员在施工前只说要堵
掉原来的排水地漏，等到便盆安装
完成后，才说洗衣机、洗手台的排
水管也被封堵了，并表示只能外接
水管进行排水。

施工之后出现漏水积水 社区出面解决

工人为李先生家更换管道。

被迫接受现实后，李先生按照
施工人员的意见，购买了外接排水
软管，
但水压过大很快就被冲开，
造
成卫生间渗水；
此外，
被封堵的地漏
处也开始积水、连接抽水箱的水管
处也在不停渗水，无奈之下李先生
只得再次找来王大妈和施工人员，
却被对方斥责是“鸡蛋里挑骨头”。
李先生说，由于施工人员拒绝进行
维护，自己又花钱重新请师傅来安
装 PVC 排水管道、抽水箱水管控制
阀门，
并处理了地漏渗水处。

随后，李先生将自己家的遭遇
反映到资溪街道办师园社区，社区
工作人员在了解清楚情况后，提出
由社区出面联系工人师傅上门，李
先生自己掏钱修补的处理方案。9
月 10 日下午，工人师傅上门为李先
生修补厕所。
“ 我又自己掏了几十
块钱，总算把漏水的问题解决了。”
李先生无奈地说。
针对李先生遇到的问题，记者
采访了师园社区工作人员陈女
士。陈女士告诉记者，李先生所在

本报讯（记者 谢承爽）近日，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为进一步
推进移风易俗，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形成良好社会风尚，促
进婚姻幸福家庭和谐，雁江区已提交婚俗改革申请，将在婚俗文
化等方面开展试点。
据了解，雁江区是我市唯一提交试点申请的县（区）。试点工
作将围绕家庭婚姻辅导服务、颁证服务、培育文明向上婚俗文化
等方面开展。
“ 以施行‘离婚冷静期’为契机，民政部门加强与妇
联、法院等部门的沟通协作，做好离婚辅导工作，搭建志愿服务平
台，招募雁江区青年志愿者参与‘适婚青年看婚登’活动，在从事
公益活动的同时推广婚姻服务，提升适婚青年家庭婚姻责任感。”
据市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雁江区民政局将对颁证场所进行美
化，在室内颁证的基础上，创新设置室外颁证墙、颁证花园，建立
由地方领导、知名人士参与的颁证制度，鼓励亲友见证，使颁证具
有庄重感、仪式感。在颁证大厅设置婚姻文化墙、婚姻微物语等，
用婚俗文化展示的方式，宣传优秀传统婚俗文化，弘扬“风雨同
舟、相濡以沫、责任共担、互敬互爱”的婚姻理念。

小区是原百货公司的职工宿舍，没
有物业管理公司，楼长王大妈今年
已经 70 岁了，是百货公司的退休职
工。
“ 她平时在小区牵头做一些管
理工作，也帮居民抄水表、电表，代
收代缴水电费。”陈女士说，老小区
难免会遇到水管堵塞、漏水、停车
难等各种问题，有人愿意站出来牵
头解决，是很难得的。水管改造等
项目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遇到问
题是难免的，需要大家心平气和地
沟通协商解决。

4 路、14 路公交车线路有调整
本报讯（记者 卢凌嘉）9 月 15 日，记者从资阳市城市公交公司
获悉，按照我市老城区道路黑化改造 PPP 项目 2020 年工期要求，
雁城建设南路、上西街、下西街及外西街计划于 2020 年 9 月 16 日
起，分时段实行封闭施工。公交公司从 9 月 16 日起，对经过该路
段的公交线路调整如下：
4路
城东高铁站开往教育园区，运行至区政府（政府东路）→区医
院→家乐福→西门市场回原线路运行至教育园区；
教育园区返回城东高铁站，运行至西门市场→家乐福→区医
院→区政府（政府东路）回原线路运行至城东高铁站。
14 路
城东高铁站开往教育园区，运行至百货公司→区医院→家乐
福→西门市场回原线路运行至教育园区；
教育园区返回城东高铁站，运行至西门市场→家乐福→区医
院→百货公司回原线路运行至城东高铁站。
请广大市民实时关注官方资讯，提前了解绕道情况，调整乘
车站点。

四川社保卡可省内异地补换
923 个网点可办理
□ 刘春华
9 月 15 日，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为群众提供更便利的社
保卡服务，近日省人社厅在全省范围内启动了社保卡省内异地补
换工作。目前全省共设了 923 个异地补换卡银行网点，群众可选
择离自己最近的银行网点进行社保卡补换。
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此项工作按照省内跨市（州）、
不更换发卡银行的原则开展，川内持卡人只需持本人身份证就地
前往原社保卡发卡银行设立的社保卡异地服务网点，提出补换申
请。服务网点工作人员通过全省统一的社保卡信息平台，为持卡
人现场制卡、现场激活社保功能和金融功能，激活后的社保卡可
直接办理人社业务、就医购药直接结算和其他政务服务事项。
近年来，省人社厅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一号工程”，全省统
一信息平台，实现数据向上集中、服务向下延伸，打破了我省持卡
人以前只能在发卡地办理社保卡业务的困局，从机制上让数据多
跑路、群众少跑腿，彻底解决了群众反映较为集中的社保卡省内
无法异地补换卡的问题，
极大地方便群众就近办事。
据川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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