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城市
文明城
市，

从清洁市容美化市貌开始
从清洁市容美化市貌
开始
■ 本报记者 周慧超

一座城，一个人。假如说，评价一座城市
的文明程度，居民自身的认知和素质是这个城
市文明的气质，那么可见的市容市貌则如同初
见那一瞬的容颜观感。
长江周刊记者在走访中发现，目前九江的
市容市貌有很大的改善，但是在很多细节上却
并不尽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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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广场果皮

美日阳光外墙
“黑胶布”

街头巷尾“炸弹”频现
夏日的早晨和傍晚是广场人最多的时
亭到新桥头沿湖的步行道上，人的粪便也
候，无论在和中广场还是烟水亭广场，熙熙
不少，
我们现在都不从那边下面走了。”
攘攘的人群中有人推着童车小声斥责着淘
7 月 3 日，记者顺着毛女士所说的路从
气的孩子，
有穿着鲜艳的女人在树边放下大
新桥头走到烟水亭，途中看到八个钓鱼的
大的音箱，
有带着宠物的人温柔地和人交流
市民，也确实看到了毛女士所说的“人的粪
着经验。这所城市的广场有着所有城市广
便”。现在两湖碧水盈盈，岸边景观夹竹桃
场该具有的一切美好：
开放、
平和、
美好。
盛开，然而就在花下，却“躺”着一滩不知来
去年夏天，
两湖亮化工程完工。傍晚华
自于谁的秽物，
实在有煞风景。
灯初上，
烟霞渐起，
和中广场这边粉黛翠荷，
在烟水亭广场沿湖开副食店的张女士说，
烟水亭广场那边青瓦白墙，
江南水韵的气质
在湖边过道上大小便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风情引得市民连连点赞。时隔一年，
美景依 “一直都是这样的，
没办法，
市里想了好多办
旧，
只是其间却也出现不少不和谐的音节。
法，
改善了一些，
但还是没有根本解决这个问
6 月 29 日傍晚，像每个平凡的周末一
题。早上的清洁工都是一边骂人一边打扫。
”
样，和中广场的荷花池开始释放水雾，一片
记者从园林部门了解到，由于这个问
烟水朦胧中，有孩子在雾气间嬉戏，也有宠
题由来已久，所以在烟水亭广场和湖滨公
物狗跑进跑出。突然孩子的父母一阵叫喊， 园的改造中，设计人员特意在烟水亭和广
呵斥孩子小心脚下。
“看着脚下，
别踩到脏东
场附近加盖了一个大型的公共厕所，但是
西了！
”
孩子父母的语言很直接，
荷花池边木
依然没有解决，
“ 只能呼吁公众提高素质，
头栈道上的场景也很“直接”：不少宠物狗在
自觉遵守公共场所的道德规范。”
上面奔跑嬉戏，主人站在一边，有的在和熟
不仅在甘棠湖、南门湖周边一不小心
识的人聊天，有的低头看手机，几乎看不到
就会踩到宠物粪便甚至人的粪便；其实，众
有人手上拿着宠物粪便的清理工具。
多市民均反映，九江城市大街小巷经常可
“晚上走湖真要当心，尤其是和中广场
以见到宠物粪便，这与养狗者的素质密切
这附近，太多‘炸弹’了！”毛秀敏有坚持走
相关。相关部门应该制定严格的宠物饲养
湖的习惯，她说，
“其实不仅仅是宠物，烟水
规定，
保障城市的文明和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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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公园里乱象并不仅仅是脚下的
“炸弹”问题。闹市中心，傍湖美景，湖滨公
园早已成为了市民们休闲娱乐的重要场
所，喜欢到户外散步休闲的老年人更是钟
情此地。老年人害怕孤独，在此遇到昔年
的同窗老友闲话家常能够排解他们的孤独
感，久而久之，这里便成为了老年人扎堆
“找乐”的场所。
“集聚效应”不断扩大，湖滨
公园似乎也在不经意间成为了老年人休闲
娱乐的“专属场地”，进而形成了浔城一道
独特的文化现象。然而，伴随着不断集聚
的“银色浪潮”，各种针对老年人的文娱活
动也纷至沓来，形成了“银色产业”。不可
否认，这些文娱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

老年人的生活，迎合了他们的心理需求，但
是，也给一些低俗的文娱表演和不文明行
为提供了栖息地，使得湖滨公园里乱象丛
生。草台戏班、占卜算命、产品推销……林
立的扩音设备如同比赛一般招揽着顾客，
除此之外更有赌博、暗娼等违法现象隐藏
其中。湖滨公园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闹
市”，不但使附近居民不堪其扰，也严重地
影响了九江的城市形象。
不仅仅湖滨公园，
和中广场也成了市容监
管的重难点。记者7月3日早晨在和中广场看
到，
随着早晨的一拨晨练结束，
广场上留下了
各种瓜皮纸屑。椅子上、
栈道上、
广场上，
苹果
皮、
脏纸巾、
早点包装袋……随处可见。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争做文明九江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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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九江市执法局铁路大队牵头，
联合南昌铁路局九江桥工段、市公安局
机动支队、濂溪区执法大队、濂溪区市容
局等多部门 40 余人，对十里河京九铁路
桥下石材加工厂进行集中清理。
长期以来，位于濂溪区十里河和京
九铁路交汇处的铁路桥桥墩下，十多户
从事石材经营、石材加工的商户聚集在
此自发形成市场，私自搭建的铁皮棚，肆
意堆放的石料，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大量
粉尘，让这个“市场”脏乱不堪，已经严重
影响到九江窗口形象。
整治过程中，执法人员调来挖机和
铲车，对乱搭的临时建筑物和堆放的物
料进行清理，然后用两辆自卸卡车轮流
运走。经过近一天的清理，现场共拆除
铁皮棚 20 余座，拆除面积约 400 余平方
米，清理乱堆放的物料 40 余车，有力地维
护了铁路运输安全和沿线环境。

小区
“牛皮癣”

系列报道之三

城市外墙有待美化
一个城市的外观环境好比一个女子的整
体形貌，而城市外墙的整洁和规范则是女子
面纱下的面容。
经常从庐山大道路过的市民很多都会注
意到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面美日阳光楼栋外墙
上的“黑胶布”。
“ 我估计是之前漏水，后来补
漏了，但是为什么白色的墙面要用黑色的胶
补？临着大马路，真是难看。”长江周刊接到
读者反映称，在美日阳光小区临街的一栋住
宅楼上就有这么一块
“黑胶布”。
记者来到美日阳光小区了解情况，小区
物业罗经理解释说，自己刚来不久，不知道为
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我估计是此前漏水
或者掉漆，但是处理的人找不到相同颜色的
漆，就偷了一个懒，用了黑色的补。”面对质
疑，他说，
“ 假如上级部门确实觉得这样不够
美观，
我们愿意配合搞好这方面的工作。”
在闹市四码头附近的流金岁月茶楼是很
多九江人都熟悉的地方。近来路过的人不难
发现，流金岁月茶楼的门头怎么变了：原来设
计得好好的招牌，现在怎么变成了一块布悬
挂在外墙，随着起风不停飘动。
“ 这也有好一
阵子了，到底是要装修还是歇业，也该弄好
了，
这个样子实在不好看啊。”
城市外墙的卫生整洁需要大家来共同维
护，那么小区里的“牛皮癣”、小广告又由谁来
管？家住三里街派出所后面商住楼的宋女士
反映，小区楼道里贴满了小广告，开锁的、疏
通下水管道的、办证的……不堪入目。因为
小区是老小区，
宋女士所住的单元楼没有门，
所
以张贴小广告的人可以随意进出。另外，
楼道
小广告严重污染了社区环境，
社区居民深恶痛
绝，原本雪白的墙面让一些人涂得又脏又乱。
更可恨的是，
一些小广告竟然贴在了居民家的
防盗门上。小区另一居民汪女士表示，
和张贴
小广告的人就像打
“游击战”
一样，
刚把门上的
小广告清理干净，
没过多久他们又贴上去了，
周
而复始，
让人很是烦恼，
希望相关部门能拿出来
有效举措好好管管！
据了解，执法部门主要负责城市道路两
侧和重点区域内“牛皮癣”的查处、清理。而
像居民区内乱贴小广告的现象，应由小区所
在的物业公司或社区居委会负责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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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
周刊

“两湖”
边垂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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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家事审判改革传递司法温情
■ 本报记者 吴凤思

家事审判法庭不设审判台椅，取而代
之的是家庭生活起居的“会客厅”；庭审时
不设原、被告席，而是用妻子、丈夫、父母
等亲属关系代替；法庭墙面上挂满了“亲、
和、睦、诚”的古训与典故。作为全国家事
审判改革试点法院，浔阳区人民法院积极
创新家事审判理念和审判方式，尝试人性
司法呼唤幸福归港，实施多元化解促进家
庭和谐，走出了一条“案结事了人和”的家
事审判改革之路。自家事法庭成立以来，
该院共计受理家事案件 780 件，审结 659
件，
调撤 514 件，
调撤率 77.9%。
7 月 5 日，
九江市政府新闻办举办新闻
发布会，
邀请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
副
院长王烜城介绍我市家事审判改革工作情
况。长江周刊记者从此次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
为积极应对家事案件数量逐年上升、
类
型趋于复杂多样、
矛盾化解难度加大等现实

情况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和社会不稳
工作方式机制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进展，
尤
定因素，
我市两级法院充分发挥家事审判职
其在探索确立调解前置程序，
建立家事纠纷
能作用，
加强了对家事审判方式的一系列重
解决联动机制，
和建立反家庭暴力整体防治
大改革，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妥善化解家事
平台，
以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等方面，
都可
矛盾纠纷，
维护家事案件当事人合法权益， 为我市两级法院今后的家事审判工作提供
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值得借鉴的经验。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安排，全国家事
实行家事审批改革以来，对于家事纠
审判改革试点工作已进入尾声。2016 年 5
纷，
我市试点法院始终把调解作为化解矛盾
月，
最高人民法院部署在全国选择118个中
的最重要手段和首要结案方式，
实行
“家事
基层法院开展为期两年的家事审判方式和
必调”
，
通过不断完善家事案件调解制度，
实
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在九江市两级法
现家事纠纷调解规范化、
社会化、
常态化运
院的积极努力下，
九江市浔阳区人民法院成
行。同时，他们还与九江市婚姻家庭协会
为全国家事审判改革试点工作法院之一，
九 “婚姻调处中心”建立联动机制，综合运用
视频教育、
亲情规劝、
社会介入”
江中院被省高院指定为全国试点法院的指 “情绪疏导、
等方法，形成“疏、劝、帮、教”的调解新模
导法院。同时，
浔阳区人民法院的家事审判
式。另外，
针对不同的案情，
他们会给予双
改革试点工作还被市改革办列为全市重点
方当事人一定的婚姻冷静期、
跟踪调解期，
改革项目之一。近两年来，
九江市试点法院
尽可能促进双方关系的
“自修复”
。
在转变审判理念、
强化机构人员配置、
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