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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心事

乱扔垃圾、踩踏花草等不文明行为，在人流量大的
公园时有出现，而公园管理方却往往人手不足，管理难
度大。最近，一个全新的“职务”——“市民园长”在南昌
一些公园走马上任，他们组建志愿者队伍参与公园管
理，发挥自身特长扮靓城市公园。

管理公园，请市民当“园长”

“公园南门左侧山上有棵松树快倒了，可能砸到游
客，请维修科来处理一下。”8月30日9时许，熊玉文将巡
园时发现的问题报告后，经南昌市人民公园专业人士查
看，确定这棵松树已被白蚁蛀空无生命迹象，工作人员
果断锯树排除了隐患。

今年 7 月 28 日，南昌市启动“市民园长”制试点工
作，面向社会公开选聘。55岁的南昌市民熊玉文在竞聘
中脱颖而出，成为南昌市人民公园首位“市民园长”。

什么是“市民园长”？南昌市城市管理局公园广场
管理科科长刘晖介绍，“市民园长”是经个人申请、公园
管理机构选聘任用的，属于纯公益岗位，任期一年。上
任后，承担专职园长的部分职责，因此选拔过程中充分
考虑了应聘者的年龄、精力、工作时间、管理经验，以及
是否关心城市园林绿化事业发展，是否热心社会公益事
业等条件。

8月 11日，熊玉文走马上任后，迅速组建了一支 20
人的志愿者服务队。熊玉文每天的主要任务是带队巡
园，引导、服务游客，搜集游客对公园的意见和建议；针
对损毁的花草、树木及园内存在的安全隐患，及时通知
公园管理处；对跳广场舞噪音过大、乱扔垃圾等不文明
行为进行劝阻；对公园管理机构的日常工作进行监督、
评价。

发挥专长，提供多样化服务

与南昌市人民公园（封闭式）相比，南昌县澄碧湖公
园（开放式）的管理难度更大。

澄碧湖公园占地 1500亩，水面约 800亩，是一座集
生态休闲、娱乐健身、科普教育为一体的省级湿地公园。

澄碧湖公园管理处主任杨群峰介绍，作为一座敞
开式市民公园，每天接待游客约 8 万人次，但管理处
只有 16 名工作人员，有时难免顾此失彼。这次利用南
昌市面向社会公开选聘“市民园长”的机会，公园选聘

了 10 名“市民园长”，组建了一支 1000 余人的志愿者
团队。

这些“市民园长”有南昌县红十字志愿服务队副队
长、南昌县太极拳协会会长、南昌县游泳协会会长、南昌
县徒步运动协会副会长、南昌县微爱公益志愿者协会秘
书长等。他们各有所长，除了日常劝导游客不文明行
为、协助管理公园之外，还每周参加管理处例会，根据游
客的不同需求，提供多样化的服务。

8月30日，随着夜幕降临，澄碧湖公园的人渐渐多了
起来。“有些老年人喜欢长时间倒走，这不仅有损膝关
节，还有不小的安全隐患。”擅长健步走的“市民园长”魏
太武一边给大家示范，一边对记者说。

南昌县红十字志愿服务队副队长杜美进表示，担
任“市民园长”后，他正在筹划带领队员在公园组织开
展公益活动，通过宣讲和操作示范，让更多群众了解基
本医疗常识，掌握海姆立克急救法、心肺复苏等基本急
救技能。

创新管理，凸显共治思维
采访中，前来南昌市人民公园休闲的市民张亮称，

“市民园长”及志愿者团队来自群众，起到了群众与管理
方的纽带作用，既有助于减少各种管理矛盾和问题，也
有利于促使公园更好地服务群众。

市民胡女士认为，市民公园由市民来担任园长，创
新了管理方式，融服务和监督于一体，使得公园面貌焕
然一新，值得点赞。

在澄碧湖公园，许多市民表示，10名“市民园长”发
挥自身特长，开展各种公益活动，拓展了公园功能。

刘晖向记者透露，南昌市城市管理局已印发《南昌
市公园市民园长制工作推进实施方案》，明确分调研阶
段（2021 年 7 月前）、试点阶段（2021 年 7 月—10 月）、推
广阶段（2021年 11月—12 月）逐步推进，并制定了《南
昌市公园市民园长及其志愿者团队管理办法（试
行）》，接下来将在全市各公园全面推行，鼓励更多志
愿者参与公园管理，建立“专职园长为主，市民园长为
辅”的“双轨制”公园管理模式，实现公园“市民园长”制
工作常态化。

对此，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程激清认为，探索“市民园长”管理模式，充分激发了群
众参与的积极性，发挥了群众的智慧，这种“自下而上”
的群众路线弥补了“自上而下”城市管理方式的不足。

“市民园长”的设立，不仅是公园管理方式的创新，而且
是现代城市公共空间“共建共有共享共治”的内在要求，
更是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趋于现代化的具体表
现。类似于“市民园长”的做法，值得在更多城市、更多
领域尝试探索。

在省血液中心，提起傅慧敏，同
事们都不约而同地竖起大拇指，“爱
岗敬业、无私奉献、救死扶伤、医者仁
心”是大家对她的一致评价。傅慧敏
连续 6 年被评为省血液中心的先进
工 作 者 和 优 秀 职 工 ，先 后 荣 获
2013-2014 年度全省“优秀卫生计生
工作者”，2017年“全省卫生计生系统
先进个人”等称号。9月 1日，傅慧敏
谦虚地对记者说：“我只是在平凡的
岗位做了平凡的事，尽自己努力干好
工作罢了。”

今年 56岁的傅慧敏，1989年 7月
毕业于原江西医学院，现任省血液中
心临床供血服务科主任、副主任医
师。32年的工作中，发生在傅慧敏身
上值得说道的故事太多太多，她向记
者讲述了其中的一个故事。

那是 2015 年 5 月 22 日 20 时，省
血液中心供血科接到省妇幼保健院
的电话，一对出生仅16天并患有急性
肺炎的双胞胎男婴需要紧急输血，否
则有生命危险。挂断电话，身为供血
科科长的傅慧敏不禁手心冒汗。这
对双胞胎的血型偏偏还是O型Rh阴
性血，俗称熊猫血，它在人群中发生
的概率仅为千分之三。在一番紧急
盘点后，发现此刻血库中并没有存
血。时间一分一秒地在流逝。为了
争取抢救患儿的时间，傅慧敏当机立
断，立即带领同事展开血液调配工
作，迅速打电话给登记在册的献血志愿者，想尽一切办
法筹集急需血液。经过多方的共同努力，7 小时后，
400毫升血液被顺利送达省妇幼保健院，在最危急的
关头，帮助这对小生命脱离了危险。

诸如此类惊心动魄的抢救过程，傅慧敏已不是
第一次经历。供血科的工作具有两面性：当血液库
存充足时，需要时刻警惕血液过期报废；当血液库
存紧张时，又要时刻为临床抢救用血提供有力保
障。所以，平日里傅慧敏非常注意与各设区市血站
保持联络，积极拓展渠道募集血液，从而确保了长
期以来省血液中心供血科能够保质保量完成供血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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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日，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蔡家村村民正在金灿灿的
花海中采摘金针花。地处武功山脚下的蔡家村以“资金+土地+劳动
力”的模式办起农业种植合作社，组织180多户村民利用近400亩荒
山荒坡，种植具有“观为花、食为菜、用为药”美誉的台湾金针花品
种，助推村民致富增收。 通讯员 邓建萍摄

为社区安全

纪委督促整改保平安
本报南昌讯 （记者余红举）“有了新建的爱心车

棚，楼道内电动车乱停乱放乱充电现象没有了，安全
隐患消除了。”8月 30日，南昌市青山湖区塘山镇东门
社区海亮尊园小区居民面对该镇纪委工作人员回访
时说。

今年以来，塘山镇纪委聚焦民生工程，组织干部深
入村（社）、企业通过开展收集问题线索、明察暗访等方
式，倾听群众诉求。海亮尊园小区居民反映，因为没有
集中统一的充电车棚，居民楼的消防通道经常被电动
自行车占用，飞线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得知情况后，
该镇纪委督促社区整改，兴建了350平方米的车棚，解
决了居民的烦心事。

为留守儿童

老支书打起“暑期工”
本报泰和讯 （记者朱雪军）“小朋友们，今天上午

的书法课就上到这里。大家觉得写毛笔字好不好玩？”
“好玩！”9个稚气的声音在泰和县万合镇菰塘村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里响起。8月 29日，在该村的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厚德轩”书屋里，一群小朋友围在一名
年约 60岁的“老师”身旁，有板有眼地握着毛笔，描红
临帖。

这位“老师”，是菰塘村的上一任村支书彭学伟，今
年 62岁。今年暑假，支部决定利用好“厚德轩”书屋，
给留守孩子提供一个看书学习的场所，但缺少一位陪
伴的老师。当支部找到彭学伟时，他欣然接受了这
个任务。他说：“党员就要带头为群众办实事、解难
题。我是个老党员，能陪伴孩子们看书习字，又能保障
孩子们的安全，这份‘暑期工’，我打定了。”

从7月5日起，彭学伟每天上午8时30分准时来到
“厚德轩”书屋，等待村内留守儿童的到来。慢慢地，来
“厚德轩”的留守儿童越来越多。村民们都说：“村里给
群众办了件大好事，老彭不愧是我们的老支书！”

为老人健身

小区里建起门球场
本报樟树讯（记者陈璋 通讯员付建红）“在这么

好的门球场打球真有劲！感谢政府出资建门球场，让
我们在体育锻炼中享受快乐，增强体质，街道又为老
年人办了一件大好事。”8月 23日，樟树市鹿江街道站
前社区樟粮花园小区 83岁的门球爱好者陈桂根说起
小区里新建的门球场，喜笑颜开。

前不久，在鹿江街道征求“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建议时，樟粮花园小区不少居民希望能建一
个门球场。建议很快得到采纳，街道在小区整理出
一块近 600 平方米的空地，投入 70余万元资金，建设
了标准门球场。球场建成后，成了小区居民健身的好
去处。

▶ 8月31日，吉水县文峰镇低坪村花果世界猕猴桃种植园，游
客正在采摘猕猴桃，感受丰收的喜悦。近年来，低坪村大力发展果
业种植，坚持农旅融合发展，促农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特约通讯员 廖 敏摄

南昌探索公园管理新模式，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的积极性——

“市民园长”怎样管公园？
本报记者 付 强 文/图

“市民园长”正在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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