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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春霞
实习生 王珍珠

本报讯 10月 27日，市创
文办发布新一期督导通报，对
10月 22日（17:00-18:00）主要
交通路口志愿者上岗情况进
行通报，30个按时按人数到岗
的单位受到表扬，3个单位志
愿者未到岗被批评。

通报中，市创文办对志愿
者能够按时按人数到岗，且认
真履职的以下30个责任单位
提出表扬：市总工会、市财政

局、市审计局、市林业局、市文
广旅局、市卫健委、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市房产事务服务中心、市
广播电视台、市资产清算中
心、市盐业局、市燃气公司、市
自来水公司、市第二人民医
院、市第四人民医院、新华区、
卫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平煤
股份一矿、二矿、四矿、姚孟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平高集团、
平煤神马尼龙化工公司、神马
氯碱公司、湛河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湛河区税务局、河南城

建学院、平顶山市技师学院、
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此外，市创文办对市商务
局、市供销社、市农机中心、市
第一人民医院、市移动公司、
卫东区国土分局、卫东农商
行、平煤神马帘子布公司、工
商银行平顶山分行、中石化平
顶山分公司等10个志愿者到
岗人数不足 4 人的单位提出
警告，对市税务局、卫东区检
察院、平煤神马设备租赁公司
等 3 个志愿者未到岗的责任
单位提出通报批评。

市创文办抽查路口志愿者上岗情况

30个单位受表扬 3个单位被批评

□本报记者 李霞

有事找何姐！在湛河区
南环路街道，居民遇到邻里纠
纷、夫妻吵架、下水道堵塞等
琐碎小事时，首先想到的都是
找“鹰城大妈”何淑兰。

“我一会儿找找一楼住户，
让他们这两天注意用水，不然
漫得更多。”10月25日下午3点
多，在南环路街道程庄社区程
庄开发楼一单元门口，何淑兰
查看地上正往外冒污水的窨
井盖后，对闻讯赶来的几位居
民说。程庄开发楼属无主楼，
没有物业，一个多星期前，何
淑兰接到居民反映，称楼下几
处窨井因年久失修又堵塞
了。这几天她正配合街道，准
备协调居民凑钱疏通。

今年以来调解纠纷20多起

何淑兰今年55岁，家住南
环路街道公园社区，退休前曾
在南环路街道及街道下属的
车站社区、公园社区等多个社
区工作过，对辖区情况非常熟
悉。4年前，退休后热心公益
事业的她，成了车站社区“爱心

调解室”的义务调解志愿者。
“虽是志愿者，可她也跟

社区正式工作人员一样，天天
按时按点来‘上班’。何姐对
街道、社区的工作都很熟悉，
我们有啥事都爱找她帮忙。”
随行的街道工作人员张楠说。

“服务对象：张先生，税务
局家属院某楼地下排水管漏
水……经协调，此事已解决。”

“服务对象：路先生，运输公司
家属院6楼一居民在顶层安全
通道上设了小门，别的住户上
不到楼顶……经处理，已将门
打开。”……在车站社区党支部
书记娄继勇眼中，何淑兰人缘
好，做事认真。她处理纠纷有
两大特点：一是喜欢“出现场”
服务上门，二是喜欢随身携带
小笔记本，将处理的各种事情
记录下来。仅今年以来，经她
调解的各类纠纷就有20多起。

居民习惯“有事找何姐”

不仅街道、社区的工作人
员喜欢找何淑兰，多年来，社
区不少居民也养成了“有事找
何姐”的习惯。今年 6 月，车
站社区有户居民家散养了一

条狗，有段时间，这条狗总爱
在一楼邻居王老太的卧室窗
下“上厕所”。有次这条狗又
来窗下撒尿时，王老太忍无可
忍撵狗却不慎被狗咬伤右腿，
找狗主人索要打疫苗的费用
却被拒，两家吵得不可开交。
何淑兰接到王老太的反映后，
圆满调解了此事。

9月下旬，亚兴路火车站
家属院两户居民因卫生间漏
水问题多次拌嘴，何淑兰先是
和社区工作人员到现场了解
情况，随后数次登门了解争议
焦点，最后就邻里关系、维修、
赔偿问题与两家多方协商，最
终两家人握手言和。

“问题解决后，我还专门
跑到楼上那户居民家的卫生
间，接了盆水倒地上，亲自确
认漏水是否修好，要不然不放
心。”何淑兰说，虽然她平时负
责调解的都是小事情小纠纷，
却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处理
时不仅要有耐心有爱心，兼顾
邻里情亲情，还要公平公正。
让她自豪的是，“我年龄大，又
总爱以理服人，调解时大家都
挺给面子”。

“鹰城大妈”何淑兰：

“小本本”里记满家长里短

□记者 王春霞
实习生 王珍珠

本报讯 10 月 27 日，从
市急救指挥中心传来消息，
该中心拟组建急救志愿者服
务队，主要承担急救知识普
及、急救救护等志愿活动，旨
在进一步提高全民自救互救
能力，提升急救抢救成功率。
同时，为树立急救志愿者服
务队品牌形象，提高社会认
知度和辨识度，该中心现面
向社会征集队名和队徽，投
稿截止日期为11月10日。

队名要体现急救志愿者
队伍内涵，有较强的表现力、
吸引力、号召力和宣传效果，

文字精练、主题突出、通俗易
懂、易读易记。队徽图案设
计要能准确反映市急救志愿
者服务队特色，可结合院前
急救标识进行设计，主题鲜
明、形象生动、寓意深刻。

征集奖项设最佳队名创
意奖1名，奖金1000元；最佳
队徽设计奖 1名，奖金 2000
元。具体征集事项详情见

“平顶山市急救指挥中心”微
信公众号。投稿作品要注明
投稿者姓名和联系电话，需
对队名和队徽的含义进行简
要说明，字数控制在 500字
以 内 。 投 稿 邮 箱 ：
pjj4944999@126.com，咨 询
电话：0375-4944999。

有奖征集
市急救志愿者服务队队名队徽
投稿截止日期为11月10日

□记者 牛超

本报讯 10 月 26 日，卫
东区建设路街道黄楝树社区
邀请专业裁剪人员来到辖区
广厦汇商小区，开展免费维
修衣服志愿服务活动。

当天一大早，万都服饰
店的工作人员朱亚歌便开着
车，拉着缝纫机、锁边机等机
器及裁剪工具来到广厦汇商
小区。现场很快忙碌起来，
社区工作人员负责维持秩
序。

“闺女，我这裤腿有点
长，裁一下多少钱？”“阿姨，
我们不收费。”朱亚歌边说
边拿着量尺从车上跳了下
来。量衣、拆线、剪短、走线、

熨烫……她技艺娴熟，一件
皱巴巴的衣服很快变得平展
合身。

“年轻时一家老小的衣
服都是我缝补的，现在年龄
大了，针眼儿都看不见了。”
广厦汇商小区居民、67岁的
张钰感叹道，“活动真是太及
时了。”

“在家门口就能免费修
改衣服，太方便了。社区考
虑得很周到，现在找个修改
衣服的店很难。”排队等候裁
剪的王桂枝阿姨说。

“社区老年人多，穿衣服
比较节俭，有些衣服修修还
能穿。”黄楝树社区党委书记
刘克辉说，希望通过此次活
动帮助大家温暖过冬。

“裁缝”上门免费修衣服

在程庄社区，何淑兰和居民协调维修下水管道事宜。本报记者 彭程 摄

□记者 王辉

本 报 讯 10 月 27 日 上
午，经过施工人员一周的辛
勤劳动，市区高新大道北段
焦庄涵洞桥南侧积存的“垃
圾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
一座周围铺就人工草坪的微
地形，几名施工人员正在周
边硬化道路，做收尾工作。

据高新区城市管理和综
合执法局市容管理科科长李
国涛等人介绍，此前，焦庄涵
洞桥南北道路两侧杂草丛
生，建筑垃圾与生活垃圾堆
积如山，杂草一直蔓延到附
近的限高杆与铁道护栏上。

为美化城市环境，提升市容
颜值，10月 22日，该局组织
工作人员出动挖掘机和卡
车，开始清运涵洞桥附近的
垃圾。随后，该局市容管理
科又带领施工队运来黄土，
在 此 处 打 造 出 一 个 占 地
2000多平方米的微地形，铺
就数百平方米的人工草坪，
并在微地形中间地带播撒黑
麦草种子，预计半个月后就
会发芽。

另外，焦庄涵洞桥下机
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的
隔离护栏因低矮破损已失去
作用，工作人员对其进行了
更新。

搬走“垃圾山”打造微地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