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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群众办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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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镇扎实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的困难事烦心事

学生用上新桌椅 河涌换上新护栏
今年以来，九江镇委镇政府围绕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的困难事、烦
心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在实践实干中赢得民心民意。

更换课桌椅 助力学生健康成长
11 月 15 日，
在九江镇中
心小学，记者看到明亮的教
室内，崭新又美观的可调节
桌椅已经投入使用。
九江镇实施“儒乡教育
品质升级”
工程，
推动教育现
代化、智能化，新增 1 所九年
一贯制的民办学校，推动九
江镇初级中学新宿舍楼的
建设和石江小学的提质扩
容，同时引导社会力量加大
对教育事业的投入，为镇属
学校配备可调节高度课桌
椅、智慧黑板等基础教育装
备，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
环境，推动儒乡教育品质再
上新台阶。
“今年 10 月起，学校陆
续置换了共 1231 套新式课
桌椅。
”
九江镇中心小学校长
柯志英说，老式课桌椅使用
时间有点长，且不能根据学

生的身体差异进行调节。现
在，
新课桌椅不仅美观，
还能
自主调节升降，对于预防学
生驼背、近视，
养成良好的坐
姿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以前我们习惯把书包
放在椅背上，这样我们坐着
的时候会觉得不太舒适。
现在的新桌椅有专门的地
方放书包，我们坐起来舒服
多了！”五年级学生黄浩宁
兴奋地说。
为进一步优化师生工作
学习环境，在九江慈善会儒
林教育发展基金的大力支持
下，九江镇委镇政府紧紧围
绕师生“急难愁盼”问题，经
过前期深度调研，陆续为镇
内小学课桌椅换新，切实为
广大学生创设良好的学习环
境，提升学生学习舒适度和
幸福感。

■在九江镇中
心 小 学 ，学 生
用上了崭新的
课桌椅。

更换涌边护栏 打造靓丽景观带

■水南社区河涌边护栏换上新装。

推进净堤行动 刷新河涌
“颜值”
“梅圳大谷支涌垃圾明
显减少，
河涌水质变干净了，
没有散发异味。
”
九江镇梅圳
社区居民吴先生说。11 月
18 日，记者来到梅圳社区大
谷支涌，两位工人正一边划
着船，一边清理河涌的水面
漂浮物及河堤上的废弃农
资。
“ 河涌经过整治后，现在
大不一样了！相信河涌以后
会越来越靓。
”
开在河涌边的
电动车店铺老板忍不住为治
水工程点赞。
九江镇是典型的珠江三
角洲河网区，水系内河涌众
多，纵横交错。梅圳大谷支
涌约 10 公里长，
与南北主涌
交汇，贯穿梅圳社区居民生
活、
农业用地。
“治水先治岸。自九江
镇‘净堤行动’启动以来，梅
圳社区一直未停下内河涌综

合整治的步伐。
”
梅圳社区党
委书记关东全表示，以前河
涌岸边落叶多，环境不太美
观。针对这些存在问题，社
区党委成立工作小组加强河
道及周边环境卫生巡查，扎
实开展河道“五清”工作，安
排专项清理小组每日打捞河
面漂浮物，对河堤上的废弃
农资以及占河道树木进行清
运，切实做好内河涌及周边
环境卫生常态化管理。
目前，
梅圳社区 10 公里
内河涌净堤工作已全面完
成，并通过整治验收。下阶
段，梅圳社区将争取更多资
源进一步进行河涌清淤、实
施生态修复等一系列措施，
促使河涌水质不断改善，营
造优良的生态环境，助力打
造“水清、岸绿、堤固、景美”
的新九江。

涌边护栏变成了石质护栏，
不仅坚固实用，还与村容村貌相
映成趣。换上新装的水南社区青
叟经济社的河涌，鱼儿在欢快畅
游，
一河两岸的景观树倒映水中，
呈现出整洁靓丽的面貌，成为了
靓丽的景观带。
11 月 18 日 ，记 者 从 水 南 社
区了解到，今年，该社区扎实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以打造创建“公园社区”为主题，
全力做好社区人居环境工作。
其中，整治提升青叟经济社一河
两岸的护栏工程就是其中一项
实事。
当日，记者在青叟经济社看
到，昔日破旧的栏杆已经不见踪
影，取而代之的是崭新的石质栏

杆，
坚固而实用；
部分堤岸还设计
成二级平台式，近水一级可见铺
设有塑木地板及仿木护栏，显得
时尚大方，
成为了观光通道。
“之前护栏都是石柱链接铁
条，而且都生锈了，显得破旧不
堪。”村民崔先生说，这些护栏给
人一种不牢固的感觉，
“如果小孩
在涌边玩，
很容易掉下去。
”
该社区在广泛收集居民意见
后，
通过编制规划、环境整治等多
种措施开展环境整治工作。投入
近百万元改造涌边护栏，
用时 3 个
月就完成了整个涌边护栏工程。
“现在的护栏漂亮多了，
和周
边的环境很协调。”崔先生点赞，
社区越来越美，
出门就是好风景，
人的心情都变好。

村慈善会购买服务 方便长者居家养老

■上西村志愿者探访独居长者。

■梅圳社区清理小组人员划着船清理河涌水面杂物。

“感谢美女们对我妈的关心，
我妈今天肯定超开心的！”近日，
佛山市南海区春晖养老服务中心
社工收到来自九江上西村村民关
女士的一条感谢短信。关女士感
谢社工和村里的志愿者上门探访
母亲，
点赞这项居家养老服务。
今年 5 月，
九江镇上西村慈善
会与佛山市南海区春晖养老服务
中心签约，向后者为辖区长者购
买为期 1 年的居家养老服务，
进一
步提升上西村内长者的幸福感，
营造上西村尊老、爱老、助老的
“和美上西”
氛围。
该服务项目通过运用
“社工+
医护人员+护理员+义工”的服务
模式为村内符合条件的长者提供

上门服务，包括提供探访、精神慰
藉、居家清洁服务、日常代办服
务、
康复护理服务等。
事实上，
该养老项目早在 4 月
已开展落户调研和了解长者服务需
求，
制定了相应的居家服务计划，
有针对性地对服务人员开展培
训。截至发稿前，共服务人数 70
多人。11 月起，该项目还为村内
11 位有护理需求的残障人士提供
服务，
减轻家属方面的照顾压力。
“上西村 60 岁以上的长者有
1200 多人，
占户籍人口的五分之
一。
”
上西村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购买养老服务进一步提升上西村
内长者的幸福感，营造上西村尊
老、
爱老、
助老的和美上西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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