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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不断推进，众多老旧小区进行了整治改造，越来越多的居民家门口变得干净、美丽。这有效地
改善了居住环境，群众的幸福感大大提升。即日起，记者走进部分老旧小区，实地探访老旧小区的喜人变化。

“老旧小区新变化”系列之一

市区交通北路昆仑花园小区

环境大变样 居民更舒心
□文/图 本报记者 潘丽亚
吴艳敏
“自从小区有了门禁系统，
不仅车辆出入有序，而且小区的
安全更有保障。此外，环境卫生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化展
板也给小区带来了浓厚的文化氛
围。我们都很喜欢现在的小
区。”11 月 7 日上午，在郾城区
沙北街道昆仑花园小区居住的朱
先生对记者说。

改造后，小区变了个样
11 月 7 日上午，记者来到昆
仑花园小区。准备出门办事的朱
先生告诉记者：“这个小区以前
真是脏乱差！因为无人管理，垃
圾能堆一米多高，蚊蝇乱飞，让
人看着恶心。整改以后，环境变
美了，墙上设立了各种文化展
板，看着都是舒心的。
”
沙北街道昆仑社居委主任李
鹏展告诉记者，位于交通北路的
昆仑花园小区建于 2005 年，现
有居民 194 户。小区建成后，随
着时间推移，问题不断凸显：因
为没有物业服务，小区公共设施
年久失修、道路破损严重。
2018 年 5 月，昆仑花园小区
被列为老旧改造治理小区之一。
经过一段时间的综合整治，如今
小区在规范物业管理、美化居住
环境、完善治理机制等方面成效
显著。
朱先生告诉记者，无人管理
的时候，垃圾乱堆的问题持续了
很长一段时间。垃圾遍地影响小
区环境，汽车乱停乱放带来一定
的火灾隐患。如果发生了火灾，
消防车也很难进到小区来，因为
随意乱停的车辆占据了消防通
道。
没有物业服务，小区大门形
同虚设，外来人员、车辆可以随
意进出小区，安全成了居民普遍
担心的问题。居民贾女士对记者

捡到万元现金 主动上交公司
“幸福树
幸福树”
”
。
说，过去小区大门无人看守，小
区里经常出现电动车被盗、业主
家被盗的事情。“外面的车辆可
以随意开进小区停放，小区车位
本来就不多，很多时候小区业主
晚上回来没处停车。
”贾女士说。
说起小区的变化，贾女士颇
有感触。她说，原先她以为老旧
小区整治就是刷刷漆、扫扫地、
铺铺路，“面子工程”做到位就
行了。可是，日久见人心，这次
小区的整治改造是实打实的改
造，给居民的生活环境、小区管
理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善。

“幸福树”
：提升居民幸福感
小区大门口墙上的“幸福
树”，吸引着每一位进出小区居
民的眼光。这棵“幸福树”，是
由小区居民的一张张笑脸组成。
“每次进出小区，看到这些
笑脸，我就时刻提醒自己：呵护
这些笑脸，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
居 住 环 境 。” 小 区 居 民 刘 女 士
说，小区就是一个大家庭，每个
成员都应该努力维护这个家的幸
福与安宁。

文化墙。
文化墙
。
沿着昆仑花园小区整洁、干
净的小道一路前行，心情都不由
得愉悦起来。大门口的消防站、
各种文化展板，呈现给人们的无
不是小区的喜人变化。
“你们看看，我们小区墙上
的各种文化展板多接地气，大众
化、生活化，给整个小区营造了
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在 70 岁
的韩怀信的指引下，记者看到小
区每一栋楼的墙壁上和小区围墙
上，是各种各样的文化展板。
韩怀信说：“把小区的绿化
美化和‘创文’有机结合起来，
让居民随时随地都可以接受文化
的熏陶，营造了浓厚的文明创建
氛围，可谓‘文气’十足，让小
区更美更雅了。只要一进小区，
就能看到这些展板，都是倡导邻
里之间互帮互助的，大家心里自
然而然就会朝着这个方面去做。
大家共同努力，我们小区就会成
为一个文明、团结的大家庭。”
为提升居民幸福感，昆仑花
园小区还成立了业委会。他们从
细节入手，让居民切身感受到小
区的变化，为居民营造干净、安
全、文明、舒心的居住环境。

社区组织专题讲座 提高居民防骗意识
□本报记者 于文博
11 月 7 日，在马路街社区活
动室，马路街社居委邀请一家银
行的专业人员，举办了一场防范
金融诈骗知识讲座。众多辖区居

民听了讲座后，表示受益匪浅。
当天，在讲座现场，居民们
安静地坐在桌前，认真倾听。主
讲人是银行的专业人士，她向大
家讲了电话诈骗、微信诈骗、网
络诈骗的相关预防知识。
“电话诈骗有很多种，其
中包括编造身份，以被骗人参
与非法集资、冻结账户为由实
施诈骗，还有的以被骗人的孩
子手机没电、没钱吃饭等为
由，向被骗人索要钱财。”主
讲人介绍说，针对这些诈骗，
市民在接到电话后，不要慌

张，保持冷静，及时和家人联
系，或者向相关部门求证，避免
上当受骗。主讲人还教给大家一
些网络支付小技巧。比如在使用
支付宝支付时，有一个功能是免
密支付，建议市民使用时，时刻
关注自己的账户变动情况，或者
关闭该功能，避免手机遗失，被
他人利用，损失更多的钱财。
“这些知识，我们平时都没
有听到过，回家以后要看看自己
的手机，重新设置一下，让自己
的钱包更安全一些。”市民王女
士告诉记者。

本 报 讯 （记 者 杨
淇）“十分感谢史银生夫
妇，捡到我的钱之后及
时上交，后来钱回到了
我的手中。”11 月 7 日，
家住市区黄河路东段的
王奇峰激动地对记者说。
11 月 6 日 下 午 ， 市
民史银生和爱人一起，
去人民东路京港澳高速
漯河南站出站口 ETC 服
务网点办理充钱业务。
正在办理的时候，史银
生夫妇看到地上有一万
元钱。
“当时看到地上有
钱，就认为应该是来办
理业务的其他人丢失
的。
”史银生说。
记者了解到，史银
生是宏运集团一名公交
车驾驶员。捡到钱之
后，史银生将一万元现
金上交公司，并向公司
领导汇报了当时情况。
不久，京港澳高速

漯河南站出站口 ETC 服
务网点工作人员打来电
话，向史银生了解当时
的情况。之后，ETC 服
务网点工作人员通过查
看监控找到了失主王奇
峰，并找到了他的联系
方式。
“当我在 ETC 服务网
点办理业务时，没注意
到钱从口袋里掉出来
了，之后去银行存钱才
发现丢了一万元钱。”王
奇峰对记者说，这一万
元钱是他几个月的工
资。当他发现钱丢了正
难过的时候，ETC 服务
网点的工作人员给他打
来了电话。
“不仅要感谢好心的
史银生夫妇，还要感谢
ETC 服务网点的工作人
员。”王奇峰说，11 月 7
日上午，在宏运集团三
公司，他取回了一万元
现金。

男孩突发高烧 城管帮忙送医
本 报 讯 （记 者 朱
红） 11 月 5 日 下 午 5 点
多，市城管综合执法支
队经开区城管队员汪凯
准备下班时，途经永利
新苑小区，看到两名妇
女抱着一个男孩冒雨站
在路边，神情焦急地挥
手拦车。得知孩子发高
烧、拦不到车，汪凯立
即开车送他们去了医院。
11 月 6 日中午，市
民小丽 （化名） 告诉记
者，她家在永利新苑小
区。5 日下午 5 点左右，
孩子突然发起高烧，她
和孩子奶奶急忙抱着孩
子出门拦车。由于当时
下着雨，经过此处的五
六辆出租车或因车上有
乘客没停下来，或因准
备交车不拉乘客，快半
个小时了硬是拦不到
车。她急得直落泪，婆

婆也急得团团转。
小丽说，焦急之
时，汪凯路过这里上前
询问他们遇到了什么难
处。得知小孩发了高
烧、想去医院看病，可
是等了很久都打不到
车，汪凯赶紧让她和婆
婆抱着孩子上车，火速
前往市中医院。一路
上，汪凯还不断安抚她
和婆婆的情绪。
11 月 6 日，记者辗
转找到了做好事的汪
凯。
汪凯告诉记者，他
也有孩子，所以他知道
儿子生病时为人父母的
心情。一了解情况，他
就立即送他们去了医院。
“虽然下着雨、气温
很低，可是做了这件事
后我心里感觉暖暖的。”
汪凯不好意思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