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5日，由锦江区教育局牵头，社
区教育学校负责组织管理，皇经社区协
办的社区雏鹰公益活动之礼仪在皇经社
区大会议室开讲，53名中小学生到场参
加培训。高级讲师张艺馨老师通过模拟
现场的方式，生动有趣地讲解了不同场
合的礼貌用语使用方法，使小朋友们学
会如何做一位不插话懂礼仪的小绅士和
小淑女。 华西社区报记者 吴小红

资讯

7月18日，记者从青龙街
道获悉,该街道充分发挥群防
群治力量，成功帮助警方抓获
一名公安部通缉在逃人员。

录入登记信息
发现在逃人员

6月20日晚8点左右，已
在昭觉社区担任5年网格员
的曾红（化名）按照“一标三
实”工作要求，像往常一样来
到她所负责的楼栋登记新租
住户信息。“当时我敲开门发
现，这户人家共有4个年轻人
租住，我万万没想到其中那
个刚刚20岁的女娃娃会是公
安部通缉的逃犯。”曾红告诉
记者，在她敲开门到登记完
所有住户个人信息期间，对
方未表现出丝毫可疑之处。
然而6天后接到的一通电话，
却让曾红惊得后背发凉。

“登记完住户信息后，按
惯例我将信息制成表格提交
给社区录入员，再由社区录入
员将表格信息提交至青龙警

署录入相关档案。”曾红告诉
记者，6 月 26 日上午 9 点半，
青龙警署信息录入员付晓凡
（化名）在录入曾红20日晚登
记的一位住户身份信息时，发
现其居住信息早已被注销，且
系统弹出红色报警警告，显示
其为公安部在逃人员。今年
5 月刚进入警署工作的“新
兵”付晓凡来不及震惊，立即
将情况汇报给警署值班领导。

“我在社区接到警署打
来的核实电话，这才晓得我
竟然跟一个通缉犯打了照

面。”曾红说，从发现嫌疑人
到成功抓捕，仅仅用了不到
一个小时，但她比谁都清楚，
如此高效的背后，离不开整
个街道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所提供的强有力支撑。

治理多措并举
形成整体联动

据了解，青龙街道共有8
个 社 区 ，辖 区 实 有 人 口
129662 人 ，其 中 常 住 人 口
63662 人 ，流 动 人 口 66000

人。“由街道的人口构成比就
能看出，流动人口管理向来
是我们在社会治理工作中的
重点和难点。”该街道相关负
责人介绍，为此，除加强领
导，更加明确社区民警职责；
完善流动人口网格化管理，
让社区、筹委会的网格工作
人员更加明确工作职责外，
该街道还重点抓好“一标三
实”基础信息更新维护工作。

今年以来，青龙街道会
同青龙警署多次召集各社区
召开专题工作会，对“一标三
实”工作任务进行细化安排
部署。同时，街道层层传导
压力，严格执行流动人口服
务管理工作考核办法。“压力
从街道传至社区，再由社区
传至最基层的网格员，确保
了这项工作真正落实。”该负
责人介绍，也正因为此，曾红
能够发现在逃人员这一事件
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华西社区报记者 彭戎
图片由街道办提供

民警宣传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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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学清音
获传承人荣誉

龚素清从小在东风大桥
河边长大，小时候家境贫穷，
靠 着 跟 母 亲“ 担 尿 水 ”为
生。1957 年，因“担尿水”从
船上摔下后想自己找工作，
便考入了“成都市第二实验
书场”（东城区曲艺团前身）
学习清音。从十六岁开始，
她先后在成都市戏剧学校、
四川音乐学院等曲艺专业院
校学习和任教，并随曲艺团
常 年 参 加 各 类 演 出 直 至
1997年退休。

退休后，龚素清被推荐
去水井坊社区当居委会主
任。那时，水井坊社区的广
场文化搞得红红火火，毗邻
的社区都来借鉴经验。龚素
清说：“我平时会教一些年轻
人清音，每逢大小节日就安
排他们在广场上表演，既是

锻炼的机会，也丰富社区的
文化活动。”2012 年，四川省
艺术研究院找到龚素清，推
选她为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四川清音的代表性传
承人，四川省文化厅为她授
予了奖牌。现在这块牌子放
在她家醒目的位置，她认为
这是对她唱了一辈子清音所
给予的最好认同。

教娃娃清音
关爱困境儿童

获得“传承人”称号，龚
素清更闲不下来了。她一直
热心社区公益活动，经常收
集需要帮扶的困难儿童信
息，义务教他们清音。在她
看来，要把清音传承下去必
须要从娃娃抓起，而学习清

音还有助于这些困难儿童的
心理疏导，帮助培养他们的
兴趣爱好，让他们了解中国
传统文化。

刘玉凤是赖家新桥社区
的困境儿童之一，母亲患有精
神残疾，父亲多年前出走再未
回来，靠着跟外婆捡垃圾长大
的她从小性格内向，不愿意跟
人交流。在得知刘玉凤的情况
后，龚素清通过社区接触到刘
玉凤，希望自己能为这个小姑
娘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龚
素清说，其实要学艺就要先会
做人，她在教刘玉凤清音的同
时，还教她一些做人的道理。
在生活上时常关心着她，今年
刚放暑假，龚素清还带着刘玉
凤去锦城艺术宫看曲剧表演

《丝绸之路》，希望通过现场的
艺术熏陶，塑造孩子的气质。

为传承清音
不断自我提升

2012年以来，龚素清一直
在为清音传承忙碌。她在锦官
驿小学义务教了一年清音，还
在巴中、岳池、青白江文化馆等
地向当地辅导员教授清音，每
周六还在家里义务给几个孩子
上小课，她说：“只要他们想学我
就教，教出去就传承出去了。”

除了教课以外，她还在不
断充实提升自己，说这样才能
更好地把清音传承下去。从
国学经典到娱乐圈的八卦她
都会涉猎。她很喜欢看电视
剧，说这样可以更接地气，让
自己心态更年轻。“我最喜欢
的明星是赵丽颖，因为她演戏
很拼，真实不做作。我也要学
习年轻人那种刻苦的精神。”

社区公益活动讲礼仪

“清音婆婆”闲不住 义务教授社区娃
75岁的清音传承人龚素清说，“他们想学我就教，教出去就传承出去了

为孩子办扬琴欣赏会
7月19日，营门口路社区暑期扬琴

专场欣赏会在社区会议室举行。四川
音乐学院张老师为大家讲解了扬琴的
历史、分类，然后现场为孩子们带来了
不同风格的乐曲演奏。在张老师手把
手的指导下，小朋友们学会了演奏《小
星星》片断，活动气氛达到了高潮。

华西社区报记者 吴小红

开展公益国画书法班
7月15日，在区社教中心和龙舟路

街道的指导下，莲桂西路社区在活动室
开展社区教育“社区雏鹰”书画公益培
训课。书画老师为小朋友介绍了国画
的渊源，强调写字绘画并非一日之功，
要勤加练习，每一次练习都会是一种进
步，写字绘画的时候要认真，才能达到
练习效果。小朋友们也认真学习临摹，
提高了对书画艺术的审美能力。

华西社区报记者 徐倩

保护环境从小做起
“爷爷，热了就喝点降降暑”7月19

日，黄忠街道关工委在金牛区社会治理
服务中心开展了“青少年环保志愿服
务”活动，辖区27名小朋友一大早就来
到现场，了解垃圾分类知识，强化保护
环境的意识，还分别体验了垃圾分类和
绿萝盆景制作，并将做好的盆景和消暑
用品送给在高温下工作的环卫工人。

华西社区报记者 张今驰 实习生 张晨

图片新闻

书画家关爱残疾孩子
7月14日，巴蜀书画院的知名书画

家们在院长李锂的带领下，来到成华区
残联开展“星随画动”公益活动。书画
家们纷纷拿出自己的绝活，现场书写绘
制了一幅幅生动的书法和画作赠送给
小朋友。书画家们还秀起了才艺，或吹
箫或高歌，与小朋友们一起演出节目，
让孩子和家长们感受到关爱，增添了康
复信心。 华西社区报记者 郑庆红

龚素清（左一）和刘凤玉（左二）。图由受访者提供

入户登记租住信息 惊现20岁在逃女
社区网格员助力民警，从发现嫌疑人到成功抓捕，仅用了不到一小时

“你看，这就是我教

的娃娃在学校表演清

音。”今年75岁的龚素清

翻着沉甸甸的几大摞照

片介绍道。龚素清是一

名唱了一辈子清音的老

艺术家，不但获得了“清

音代表传承人”的称号，

还做了许多她觉得有意

义的事。

华西社区报记者 但辰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