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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潘丽亚
吴艳敏）“我们小区的环境
有点乱，乱堆乱放、私扯电
线充电等影响居住环境，还
存在安全隐患。”近日，家
住市区金江路祥和家园小区
的刘女士给本报打来热线电
话，希望相关部门可以治理
一下他们的小区。

5月15日上午，记者来
到祥和家园小区。一走进小
区，记者就看到大门口的车
辆，虽然停在规定的区域，
但是车上盖着五花八门的盖

布，看着甚是扎眼。小区很
多绿化带黄土裸露，明显是
人走得多了，都快成了路。
小区还有私扯电线充电、杂
物乱堆乱放等问题。

“ 面 对 这 样 的 小 区 环
境，大家都非常担忧。绿化
带里堆放着杂物，居民私扯
电线给电动车充电，很不安
全。”一位小区居民说。

“俺们这个小区真应该
管管了。”在小区采访时，
不少居民对记者说，希望相
关部门对小区进行治理，让
他们住得舒心。

随后，记者将小区居民
的意见反映给源汇区住建局
物业科。该科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对于祥和家园小区
存在的问题，他们会及时安
排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及
时整治。

本报讯（记者 王 辉）一根
线缆落在辅道上，不停地冒火
花，过往行人、车辆纷纷躲避。
这是昨天早上7点多发生在市区
淞江路上的一幕。

事发地点在淞江路嘉业城市
花园小区大门西侧约 10 米处。
记者接到市民报料后，立即赶到
现场，见两名辅警守在现场，指
引路人和车辆绕行。只见并不宽
阔的路面上，垂着一根成人大拇
指粗细的线缆，中间部位不停地
冒火花。

由于正值上班高峰期，不时
有居民从线缆垂落的路段经过。
市民冀女士说：“看着线缆还通
着电呢！刚下过雨，地面都是湿
的，这火星子，可危险啦！”正
说着，火花熄灭了。

两名辅警赶紧从旁边找来一

块石头，立在线缆的前方，提醒
大家绕行。不一会儿，火花又冒
了起来。

110民警、供电部门抢修人
员和市城管执法人员相继赶了过
来，找了一些沙土将冒火花的位
置盖住。

供电部门抢修人员检查后，
确定这根线缆不是电线，而是一
根带有弱电的通讯线缆，会冒火
花，但电压不高。

找到线缆的主人后，市城管
执法人员通知相关通信公司前来
维修。之后不久，险情被排除。

本报讯 （记者 姚晓
晓） 5月14日上午，家住市
区建设路一小区的郝女士给
记者打来电话，称她的爱车
停在楼下，无缘无故受了

“伤”，让她很是恼火。
在郝女士住的小区，记

者看到，她的爱车的后挡风
玻璃布满了网状裂痕，玻璃
上有两个小洞。

郝女士告诉记者，5月
12 日晚，她把车开进小区
并停在了车位上。5月14日
早上去开车时，发现后挡风
玻璃烂了。

“车停在这里一天多，
什么时候玻璃烂的也不知
道。”郝女士说，发现车辆
被砸后，她查看了小区的监
控录像。可是，由于监控录

像不清晰，什么线索也没有
发现。

没有办法，郝女士只能
自认倒霉。“希望给其他市
民提个醒，保护好自己的爱
车。”郝女士说。

本报讯（记者 潘丽亚 吴艳
敏） 4 月 30 日 ， 本 报 05 版
《“漯河晚报社区行”活动启
动》一文，报道了漯河晚报和康
汇物业将在淞江芳园西区举办

“漯河晚报社区行”活动的事
情。近日，记者在该小区发现很
多正能量人物。

照顾邻居老母亲

5月15日，记者来到淞江芳
园西区。小区居民韩枫是陈先生
的对门邻居。陈先生告诉记者，
韩枫是个热心人。

陈先生深情地回忆道：“有
一次，80多岁的老母亲从老家
来我这里住。我家在五楼，平时
上下楼不是搀扶着就是背着她。
那天午饭后，她想到楼下活动活
动，我下午上班前就把她背到了
小区广场上玩，想等下班回来再
把老人背回家。”

让陈先生没有想到的是，那
天下午工作很忙，一直忙到晚
上。猛然想起老母亲还在小区广
场上等他，立即坐出租车赶回小
区。结果，他在小区广场上并没
有看到老母亲。瞬间，他吓出了
一身冷汗。

“也许老母亲自己上楼去
了？”陈先生抱着侥幸心理一口
气冲到五楼。气喘吁吁的他更惊
慌了，因为在自家门口并没有看
到老母亲！“当时我一下子就懵
了。”陈先生说。

恰在此时，对门邻居家门开
了，正是韩枫。只听他说:“别

慌张，阿姨在我家坐着呢，没
事。”看到老母亲安然无恙地坐
在韩枫家，陈先生揪着的心才放
了下来。

原来，韩枫下班回家时，看
到陈先生的母亲坐在楼道口，说
是等陈先生回家。韩枫想着天黑
了，就把老人带回自己家中。

“对于韩枫来说，这可能就
是一件小事，但对我来说，真的
很感激！不是他把老母亲带回
家 ， 不 知 道 那 天 老 人 会 怎 么
样。”陈先生对记者说。

捡到手机还失主

66 岁的小区居民龚军，曾
经两次捡到手机，都及时还给了
失主。

“我退休以后，就来儿子这
里帮他带孩子。闲暇时间，我还
到街上卖烤红薯。两次捡到手
机，都是在我卖红薯的时候。当
时我想，人家丢了手机肯定着
急，我就在原地等失主，然后还
给了他们。这些都是小事，没啥
可表扬的。捡到别人的东西就要
主动还给失主，而不是占为己
有。”龚军说。

记者了解到，平时生活中，
龚军还教育自己的后辈要拾金不
昧，并且带动身边的人一起传递

正能量。“拾金不昧这种精神，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已经刻到
心里去了，不是自己的东西坚决
不能要。我还经常教育孩子们，
人要踏实，品德要端正，帮助有
困难的人。”龚军笑着说。

替邻居接孩子

除了韩枫和龚大爷，小区还
有一位好邻居——常晓颂。

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她对
待邻居们的孩子像对待自己的孩
子一样。小区居民赵女士告诉记
者：“我和晓颂姐一个小区，我
的孩子之前和她孩子一个班级。
有时候，我上班比较忙，没有时
间接孩子，都是晓颂姐帮我接
的。她还带我的孩子到她家吃
饭、写作业。”

“小区里有接不了孩子的，
她都会帮忙接回家。有一次，小
区另一个孩子的父母比较忙，晓
颂姐知道后，就帮忙将孩子接回
家。作为邻居，我们挺感动的。
有这样的邻居，我们把孩子交给
她很放心。她是个大好人。”赵
女士说。

热心人韩枫、好心人常晓
颂、拾金不昧龚军……他们用实
际行动传递着社会正能量，他们
的善举温暖了小区邻居们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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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停楼下受了“伤”

市区金江路祥和家园小区

私拉电线充电 杂物乱堆乱放

本报讯 （记者 张玲
玲）“谢谢！真有意思，以
后没事的话我就多练习。”5
月 14 日，在市区黄河路东
段一家酒店里，一位残疾人
拿着快板高兴地说。

这是市残联邀请市音乐
家协会、市曲艺家协会专
家，免费为残疾人提供的曲
艺表演、声乐、器乐理论培
训及现场指导。

近 40 位残疾人在专家
们的指导下，认真地学习乐
理知识和乐器演奏。据了
解，这是市残联组织开展的
党员志愿助残阳光活动。

5 月 19 日是第 29 个全

国助残日。为弘扬助残扶残
社会风尚，5 月 14 日至 31
日，市残联将以“自强脱
贫、助残共享”为主题，开
展一系列助残日主题活动，
包括“残健共融、健身共
享、未来共创”陆地冰壶体
验活动，“自强脱贫、助残
共享”2019 年度残疾人就
业双选会，“助力脱贫攻
坚、助行圆梦行动”为残疾
人上门配发辅助器具等。

“各县区残联将按照市
残联统一安排，开展形式多
样的志愿助残活动，动员全
社会扶残助残。”市残联相
关负责人说。

残疾人免费学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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