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5
月29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
保护法》颁布一周年及“六一”国际儿童
节来临之际，金湾区困境儿童关爱保护
项目组在红旗文体中心举行了“党建引
领·童创梦想”金湾区困境儿童篮球圆
梦活动开营仪式。

本次篮球圆梦活动中，项目组通
过“党建+社会组织+社会慈善资源”
的形式，联合欧美国际篮球学院、广东
世宏智能物流有限公司两家爱心企
业，为金湾区包括自闭症儿童和低保
家庭儿童在内的5名热爱篮球运动的

困境儿童筹得15200元善款。5名儿
童共获得了瑞众社工党支部和爱心企
业赞助的50节专业篮球运动训练课，
并得到爱心企业捐赠的篮球服、篮球
等运动装备。

“今天我特别开心，我终于可以跟
专业的篮球教练学习了！”一名困境儿
童告诉记者。

据介绍，金湾区困境儿童保护项目
由珠海市瑞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接，

“童创梦想计划”正是项目特色服务之
一，旨在挖掘困境儿童兴趣爱好、培养
困境儿童特长、帮助他们开拓视野、提
升自我效能感、激发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和希望。目前，金湾区有在册困境儿童
230名。为帮助困境儿童实现梦想，金
湾区困境儿童关爱保护项目团队一直
在积极努力。

红旗文体中心内，圆梦篮球的孩子们在教练的带领下训练。 受访单位供图

减速带牵出五方路权博弈
交警进社区巧用平衡性思维满足各方诉求

本报讯 记者何进 通讯员杨小江
报道：日前，金湾区交通安全系列宣讲
活动正式启动。该系列活动由金湾区
人民政府联合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主
办。主办方组建了一支专业交通安全
宣讲队伍，将在金湾区进行40场交通
安全宣讲。金湾、高栏港交警大队配
合宣讲团工作，组织发动金湾区居民、
企业员工、中小学生参加，力争年内让
金湾区的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接受一

次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启动仪式上，宣讲团代表现场做

了倡议发言，并为应邀到场的金湾区
居民、企业员工、外卖小哥代表进行了
首场交通安全知识宣讲。快板演员表
演了市交警支队原创快板作品《文明
交通保安全》，提醒所有人绷紧交通安
全这根弦。主办方还播放了由市交警
支队原创的交通安全警示视频，介绍
了“大车致命盲区”知识和骑车“佩戴

安全头盔”的重要性。
“今天参加活动，我学到了很多交

通安全知识。看了老师和交警介绍的
真实交通事故的视频，太震撼了！安
全头盔能保命，以后我骑车送餐一定
戴好安全头盔，在路上一定遵守规则，
不违法行驶，不冲红灯，不乱穿马路，还
要增强自我防护意识，远离大车的致
命盲区。”“饿了么”快递小哥金先生说。

据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政委肖海英

介绍，珠海的交通死亡事故数量连年
下降，是全省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最少
的城市，“但西部地区泥头车、摩托车、
电动车交通事故仍然多发，预防交通
事故的压力较大。开展交通安全系列
宣讲活动非常必要。”为了进一步提升
西部地区道路交通安全水平，今年，市
政府专门下发了《西部地区交通秩序
大整治工作方案》，并将交通安全宣传
攻坚战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金湾区启动交通安全系列宣讲活动
力争年内让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接受一次教育

本报讯 记者王帆报道：日前，珠
海市文明办举办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业
务培训班，以全力推动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进一步明确我市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的形势任务和要求。

本次培训班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
举办，市委宣传部有关负责同志，市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专班办公室全体
人员，市、区文明办全体人员，市、区直
相关单位和部门、各镇（街道）、各社区
分管领导以及材料申报、实地考察工
作业务骨干等约660人参加培训。

会议指出，举办本次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业务培训班，主要是通过开展
业务培训，着力解决思想认识不到位、
创建思路不清晰、工作标准不明确等

问题，进一步提高文明创建业务水平，
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突破、迈上新台
阶。

会议强调，全国文明城市是目前
各类城市评比中含金量最高、综合性
最强、影响力最大的城市品牌，一直以
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工作。各区各部门要提高站
位，深刻认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具
体形势；要查缺补漏，不断提高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水平；要学深悟透，确保本
次培训取得扎实成效。各区各部门要
切实增强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以
更高的站位、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
措，不断推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向前发展。

市文明办举办业务培训班
明确我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的形势任务和要求

金湾区开展困境儿童篮球圆梦活动
5名儿童获赞助50节训练课和运动装备

本报讯 记者刘雅玲报道：5月29
日，由唐家社区党委、社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社区计生协会主办的“六一”怀旧
主题游园会在唐家社区“古镇尚廉”清风
园开展，吸引了400多名社区居民参加。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
的微笑留下……”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经
典歌曲飘荡在活动现场，瞬间让人“穿
越”到了爸爸妈妈的童年时光。本次怀
旧主题游园会共设“时光穿梭机”“不插
电游戏”“怀旧杂货铺”“滚烫的石头”

“爸妈的红色故事”“爸爸妈妈看过的那
些书”“非遗糖画我传承”等展位，还通
过形式多样的活动为社区居民普及了
党史知识、垃圾分类、反诈宣传、卫生健
康知识等内容。

在活动现场，“跳皮筋”“踢毽子”
“打弹珠”“翻花绳”“玩石子”等游戏怀
旧味十足，吸引了众多小朋友围观。在

翻花绳时，伊伊小朋友惊喜地说道：“妈
妈，你们的童年游戏太有趣了，一根绳
就可以玩出这么多花样！”在怀旧杂货
铺展位前，一位“80后”妈妈看到《老夫
子》《三毛流浪记》等小人书时，兴奋地
告诉孩子：“宝贝，瞧，这都是爸爸妈妈
当年喜欢的书，当年没钱买，只能在小
伙伴之间借来借去，现在看到太有童年
的感觉了！”

“非遗糖画我传承”展位前排起了
长龙。一名小朋友在工作人员的指引
下，画出一幅幅造型各异、充满童真的
糖画。在一阵阵艳羡声中，小朋友小心
翼翼地拿起“糖画”，用舌头一舔，脸上
绽放出灿烂的笑容，“甜”到现场每个人
的心里。

除了充满趣味的童年游戏，本次活
动还涉及党史知识趣味竞答、聚焦传承
红色基因、推广垃圾分类等内容。

“穿越”时光体验父母的童年
唐家社区开展“六一”怀旧主题游园会活动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报道：近日，
金湾区红旗镇以落实“门前三包”（包
卫生、包秩序、包绿化）责任制为抓手，
聘请专职文明督导员，与沿街店铺直
接签订“门前三包”责任书，并将“门前
三包”责任进行亮牌公示接受公众监
督，营造出了人人参与、齐抓共管、共
治共享的良好氛围。

为扎实推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十
大专项行动落到实处，红旗镇选定以
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为突破口，成
立全镇“门前三包”工作领导小组，由
镇主要领导任组长，工作组各成员单
位分工协作、各司其职，推动“门前三
包”工作有序开展。

为充分发挥村居网格化管理优
势，红旗镇还集中开展了拉网式大排
查，一边广泛宣传“门前三包”政策法
规，一边对街头巷尾各类占道经营、乱
堆乱放、乱拉乱挂等不文明乱象进行
摸排梳理，形成问题清单与责任清
单。同时，通过微信公众号、电子显示

屏等多种方式播放推送相关文明标语
及宣传片，并以“曝光台”强化警示该
类不文明乱象，提高“门前三包”的知
晓率和参与度。

目前，红旗镇已选取广安、藤山、双
湖、三板四个社区共1740家沿街店铺
作为“门前三包”试点区域，由所在社区
联合镇综合执法办，对试点区域各个店
铺统一划线，规范摆卖界线，统一划定

“门前三包”责任区域、三包内容、三包
标准、三包时段，按照“主干道严禁、次
干道严控、小街巷规范”的原则与“门前
三包”责任人签订履责承诺书。

在此基础上，红旗镇还结合网格管
理工作，聘请了专职文明督导员全天全
覆盖动态巡查，及时规范劝导，采取边
试边改边提升的做法。“该做法试行一
段时间后，将在全镇全面铺开。”红旗镇
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通过落实

“门前三包”责任，使全镇广大居民真正
成为文明城市建设的参与者、倡导者、
维护者。

红旗镇实施“门前三包”亮牌管理
为文明城市创建“添砖加瓦”

香洲区云峰小学学生和家长
有了烦恼：校门口没有斑马线，又
因为路况好，来往的车辆行驶速度
较快，孩子们过马路的安全很令人
担心。优化校门口交通的呼声越
来越高。

家长的担忧引起了香洲交警
大队指导员何辉的注意。他和同
事实地查看路况、走访学校，校方

和家长纷纷提出意见：校门口要有
斑马线、黄方格；为防止司机看到
斑马线也不减速，斑马线前再加个
减速带。

何辉和交警部门科技设施科的
同事对整个学校门前交通环境进行
了考察分析，初步确定了在学校门
口施画斑马线和黄方格的思路，这
样孩子们过马路时安全有保障。

学校门前的道路中间有绿化
带，要画斑马线就要把绿化带拆
掉。拆除绿化带原本并不复杂，可
是协调有关部门才知道，绿化带内
安装有浇水的喷淋管道，喷淋系统
的迁移十分复杂，涉及繁复的审批
和技术问题。因此，有人提出，把斑
马线的位置稍稍往旁边移动一段距
离，但校方坚持认为，斑马线画到正

对校门口位置最好。
面对这个争议，何辉和同事们

反复研究发现，斑马线正对位置是
学校门口的临时缓冲区，学生上学
放学排队从这里过斑马线最方便。
此外，绿化喷淋的迁移并非完全不
可行。于是，他们决定维持原有斑
马线的位置。很快，施工队把斑马
线画上了。

学生过马路安全令人忧

学校申请在校门口安
装减速带，但夜间货车通过
减速带会产生巨响形成噪
音扰民！如何既保障学生
安全过马路，又不影响周边
居民夜间休息？学校、学
生、家长、居民、司机等道路
参与各方的诉求不同、彼此
矛盾，这一棘手问题如何化
解？近日，香洲交警大队指
导员何辉陷入了一场“脑力
风暴”……

据了解，珠海交警自从
开展“交警进社区”行动以
来，大批路面交警深入到社
区各个角落帮助群众解决
问题。这一次，面对学校希
望在校门口加装减速设施
的要求，社区交警综合涉及
路权的五方诉求，给出了
“完美解答”。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社
区面对千家万户，工作千头万绪，珠
海交警进社区成为“邻里交警”，面临
的是一道道平衡各方诉求、“求最大
公约数”的题，解题不仅要有执法理
念，还要有平衡性思维。目前，珠海
交警大部分基层民警在进入社区后，
这种平衡性的思维能力都得到了锻
炼提高。

珠海交警做这种“社区平衡题”
并非孤例。在云峰小学案例之前，
香洲交警还有过让某小区“四方满
意”的交通处理案列。

不久前，香洲某小区居民向社
区交警反映，门前小路停满了车，妨
碍车辆进出小区。实地走访时，香
洲交警接到该小区两拨业主的投

诉，而且双方的意见完全相反。一
方投诉，说停车不好，要在路上设立
禁停牌；另一方投诉，说停车不是不
好，是停得不够规范，路边要画好停
车位。

要求设禁停牌的一方，是已经
买或租了小区地下停车位的业主；
而说要划停车位的，则是在小区没
有停车位的业主。两者立场不同，
意见难以统一！那小区物业公司的
态度呢？自然是支持设禁停牌，反
对划停车位。

谁支持，谁反对？交警归纳三
方意见，2∶1，天平在倾斜！

可在交警接下来的走访过程
中，小区沿街商铺的业主们“跳”了
出来，加入了反对设禁停牌的“阵

营”：因为如果禁停，来光顾的客人
就蹭不上车位了，影响生意。

这就形成了“四方利益”诉求，
而且是2∶2的均势。如何解题？珠
海交警一番“脑力风暴”后，求取上
述题目中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
数”，巧解这道社区治理考题。

香洲交警到小区现场查勘，发
现小区门前道路的宽度够画停车
位。给出的方案是：画咪表停车位。

有了咪表，业主可以停车路边，
咪表过夜收费和小区地下车库一晚
的租金相等，但地下停车位可以遮风
挡雨，路边停车不会影响小区业主租
或买车位的积极性；划好停车位，停
车规范了，不会影响其他车辆进出；
有了咪表，停车位周转速度提高，车

位不会停满，不妨碍商铺做生意。
自从咪表停车位画好后，该小

区的停车问题迎刃而解。
交警下沉社区，参与社区治理。

在一年多的“转型”中，交警们在珠海
一座座“社区大学”里“深造”，遇到的
类似社区“平衡题”很多，在如今的基
层一线，已经有一批交警如何辉一般
成长为“平衡高手”。

珠海交警部门负责人表示，平
衡，是尊重各方的路权，不是单纯地
讨好某一方，而是把各方诉求当做
变量来认真解“多元方程式”，目的
是寻找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最终使社区交警成为社区交通治理
能手，更好地保障城市交通，服务街
坊。

“邻里交警”服务市民“零距离”

斑马线画好后，校方要求再追
加一个减速带，这样让车辆通过时
主动减速。何辉认为不应该安装减
速带，而是应该在道路中间安装隔
离护栏，这样学生过马路更安全！
这是为何？

原来，何辉现场考察发现，云
峰小学附近小区林立。因地处珠
海和中山交界地带，晚间甚至凌
晨，这里过往的大货车密集，尤其

是空车经过减速带时会发出巨大
声响，在万籁俱寂的深夜，车厢的
哐当声在几公里外都清晰可闻。
类似这样的噪音扰民投诉，交警部
门之前接到很多。

不安装减速带，那孩子们过
斑马线，车辆不礼让怎么办呢？
何辉想出了办法：孩子们上下学
过斑马线的时间固定且集中，让
家委会安排家长义工进行临时的

交通疏导即可。校方采纳了这个
建议。

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何辉
实地考察发现，不少家长在送孩子
时随意路边停车，车哪里停，孩子就
在哪里下，都是就近过马路，不愿意
走斑马线。

如何让孩子们都走校门口的
斑马线呢？何辉想到了在道路中
间安装隔离护栏。护栏装上后，杜

绝了家长的随意停车、随意掉头行
为，家长们临时停车放下孩子就只
能选择学校门前的缓冲区，这里正
好就是斑马线的位置，孩子可以安
全入校。

到这里，珠海交警可谓使出浑
身解数，帮云峰小学建立起门前的
交通安全体系。学校、过路司机、家
长、学生、附近小区居民的诉求都得
到满足，皆大欢喜。

一条隔离栏满足五方诉求

采写：本报记者 何 进 通讯员 杨小江
摄影：本报记者 李建束 通讯员 杨小江

改造后，杜绝了学校门前人车混行。

改造前，人车混行。

责任编辑：陈国超 美编：邱耀升 校对：董敏 组版：徐一华
05 文明专刊 市文明办 珠海特区报 联合主办

第453期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2022年5月31日 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