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范孝东

本报见习记者 朱茜

抓源头治理 杂树林变游园

● “街道为居民办了一件大实
事， 杂树林变成美丽的游园，为
大家打造了一处休闲锻炼的好

地方。 ”
———合肥市民孙全根

● “街道也将继续推进辖区卫
生死角、 空旷地带的综合整治，
提升环境整治精细化水平，确保
文明创建不留死角。 ”

———合肥市蜀山区五里墩

街道城市管理部副主任周先荣

5月 12 日， 记者来到合肥市西一环
路与长江西路交口西北角的一处游园 ，
只见这里绿树成阴，花草萋萋，时而一阵
微风，几声鸟鸣，别样幽静。 园内环形步
道、景观亭、小广场、健身器材、座椅等休
闲设施齐全 ， 不少市民在这里闲坐 、聊
天、健身。

不过就在半年前，眼前这处美丽的公
园还是一个无人涉足的杂树林。 “这地方
位置偏僻，过去就是一片杂树林，又脏又
乱。 ”正在园中锻炼的市民孙全根告诉记
者，升级改造之前，这里杂草丛生，堆满了
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 一到夏天蚊虫乱
飞，气味难闻，附近的居民没少受罪。 为
此，他们多次向社区和街道反映，希望好
好整治此地的卫生环境。

其实，对这处卫生死角，街道和社区
也十分头疼。 “每年都会投入大量人力、财
力、物力进行整治，但因为地处偏僻，缺乏
明确的管理主体，整治效果难以维持。 ”合
肥市蜀山区五里墩街道城市管理部副主
任周先荣告诉记者， 每次搞文明创建，都
会对杂树林的垃圾进行清理，但不久还会
有人倾倒，回潮现象十分频繁。

“还是要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五里墩
街道城市管理部联合青阳路社区广泛征
集民意后，决心利用这块荒地打造口袋游
园，以最小的面积、最便利的形式为居民
提供小而精、小而美的绿地和休憩娱乐场
所。2020 年，五里墩街道将该项目列入“利
民惠民实事”清单，积极向上级申请，项目
最终纳入蜀山区第二批口袋游园建设中。

今年 1 月 1 日，口袋游园正式开工建
设， 五里墩街道在保留原有植被的基础
上，以绿化造景为主对这片树林进行了景
观提升。 在园内增加了大量香樟、乌桕、樱
花、桂花等植物群落，同时搭配了地被植
物，使得小游园四季常青四季有景，成为
五里墩立交桥旁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街

道为居民办了一件大实事，杂树林变成美
丽的游园，为大家打造了一处休闲锻炼的
好地方。 ”孙全根高兴地说。

游园建成了，如何管理是关键。 周先
荣介绍，下一步，会将游园移交给区园林
局进行专门管理。 “街道也将继续推进辖
区卫生死角、空旷地带的综合整治，提升
环境整治精细化水平，确保文明创建不留
死角。 ”

整治“老大难” 小街巷大变样

● “早上买菜的人多 ，全都挤
在路面上，开车根本没法通行。 ”

———马鞍山市民陈华斌

● “农贸市场原本是为市民生
活提供方便的，不能因为种种乱
象给市民添堵。 ”

———马鞍山市花山区金家庄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办事处主任
华云雷

文明创建，不能遗漏背街小巷。
最近，住在马鞍山市花山区金家庄街

道新风社区的王奶奶，发现附近的农贸市
场周边环境大变样。 “以前出门买个菜，总
是蹭一身脏。 现在变化真大，道路宽敞了，
环境整洁了，去买菜也不用担心身上被弄
脏了。 ”

作为马鞍山的老城区，金家庄街道下
辖 14 条背街小巷，相当一部分存在“路不
平、灯不亮、污水冒溢、垃圾遍地”等问题，
尤其是金家庄农贸市场南北两侧的半边
街和金字塘路， 一直是当地环境整治的
“老大难”。

“老大难”之一是车辆乱停。 市场里的
商户习惯用电动三轮车拉货， 为了省事，
很多人把三轮车当成摊位，在路边就地摆
摊， 影响交通不说， 还扰乱了市场秩序。
“早上买菜的人多，全都挤在路面上，开车
根本没法通行。 ”在农贸市场开超市的陈
华斌介绍，因为占道经营，门口的路段每
天都会发生拥堵。

“农贸市场原本是为市民生活提供方
便的，不能因为种种乱象给市民添堵。 ”金
家庄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华云
雷介绍，为了扮靓背街小巷，提升城市文
明，街道与区相关部门多方联动，去年底
全面启动金家庄农贸市场及周边背街小
巷整治提升工作。

为解决三轮车占道经营问题，街道对
农贸市场三轮车保有量进行了摸排，并在
农贸市场两个出口处各圈出一块空地作
为三轮车专用停车场，共设置停车位 110
个。 花山区住建交运局实施了半边街改
造，划设机动车停车线，并拆除沿路摊棚、
地栓，从硬件上让摊点“无道可占”。

有了硬设施，还要软环境。 街道积极
与农贸市场管理方沟通，让马路菜摊搬进
了农贸市场，既丰富了市场，也规范了管
理。 同时，组织力量对农贸市场周边的出
店经营、占道摊点开展整治行动，向摊主
宣传相关法律法规， 引导其依法文明经
营。 “下一步， 我们将按需增设增配垃圾
箱，持续优化道路环境，方便群众出行，愉
悦群众心情。 ”华云雷说。

向顽疾开刀 “种花”比“种菜”好

● “本来是大家的公共场地 ，
结果却被一小部分人变成了垃

圾场。 ”
———合肥市蜀山区飞虹小

区住户方家梅

● “不能因为少数人的方便 ，
给大多数居民造成不便，破坏了
整个小区环境。 ”

———合肥市蜀山区琥珀街道

飞虹社区党委书记王慧惠

时至今日，合肥市蜀山区琥珀街道飞
虹社区党委书记王慧惠依然记得居民与
工作人员“对峙”的场面：“我们要清理小
菜园，种菜的居民就不同意。 ”

与别处居民在地面开垦小菜园不
同，飞虹小区居民把菜种到了“空中”。这
还要从飞虹小区特殊的建筑格局说起 ，
小区规划时，一楼是农贸市场，都是门面

房，二楼以上才是住宅，二楼平台是公共
用地。当初小区建设时，二楼平台有多个
花池，原本要打造成“空中花园”。经过一
些居民的长期改造，“空中花园” 变成了
“空中菜园”。

为了扩大种菜规模，一些居民还在塑
料桶、泡沫盒里种菜，有的甚至用砖头围
出了新菜园。 随着“空中菜园”不断扩大，
公共场地日渐缩小。 更有甚者，有的居民
为了种出有机蔬菜，还在平台上沤起有机
肥。 “本来是大家的公共场地，结果却被一
小部分人变成了垃圾场。 ”住户方家梅告
诉记者，过去二楼平台又脏又乱，一到下
雨天，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空中菜园 ”隐藏在小区的楼顶上 ，
外人根本不会发现，即使不整改，对附近
的市容环境也没有大影响。 再加上已经
存在多年，整改肯定会遭到反对。 去年 ，
飞虹小区被纳入老旧小区整改范围 ，小
区的管网 、道路 、楼道 、建筑外立面都被
整改一新。借此契机，社区决定对二楼平
台的小菜园进行整改。 正如当初预料一
样 ，工作队进场时 ，少数 “园主 ”不配合 。
“不能因为少数人的方便，给大多数居民
造成不便，破坏了整个小区环境。 ”王慧
惠耐心劝说， 并组织工作队最终清理了
“空中菜园”。

杂物清除后，社区又在原来的花池内
种上了花木，并且安装了护栏。 原来杂乱
无章的公共平台， 又露出了清爽的模样，
居民们十分开心。 就连此前种菜的 “园
主”， 也开始理解社区的做法：“种花还是
比种菜好，干净整洁，进出也方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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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4 日， 本报法人微博发布
话题“文明创建如何惠民为民？ ”，引
发网友关注———

■ 本报记者 张岳

记者：文明创建贵在久久为功，重在人人参与，创建常态化至
关重要。铜陵市有哪些做法把“全国文明城市”这块牌子擦得更亮？

黄文进：2015 年，铜陵捧回“全国文明城市”奖牌，如今已实
现了“三连冠”目标，在巩固深化全国文明城市道路上迈出了不
断探索的步伐。 聚焦文明创建常态化，铜陵主要在“五个聚力、
五个同步”上下功夫：聚力推动思想引领与机制建设同步推进，
聚力推动市民素质与城市颜值同步提升，聚力推动城区创建与
村镇创建同步强化， 聚力推动专项提升与日常管理同步发力，
聚力推动责任落实与督查考核同步加强。 特别是铜陵始终把牢
全域创建、城乡统筹，以更高标准打造城区文明高地，以更实举
措推进村镇文明创建，以更大格局拓展全域文明 ，深入拓展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 ，深入开展
“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宣讲活动，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
推广积分制、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等做法，推动形成了良好
的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城以人为本，人以城为家。 目前，铜陵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坚持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创建就抓什么、
推进什么，着力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一方面，针对
创建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开展老旧小区、农贸市场等创建六大提
升行动，做到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提高城市品位和市民生活
品质，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另一方面，以最精
细的方式推进精细化管理，综合运用法治化、智慧化、规范化手
段，不断提高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使铜陵更干
净、更有序、更安全。

记者：老旧小区是文明创建的重点难点，如何让老旧小区重
新焕发“青春活力”？

夏军：文明创建是社区的重点工作之一，也是难点工作之一。
尤其是城市中的老旧小区，基础设施薄弱，人员结构复杂，物业管
理不规范，治安环境差，一直是文明创建的短板所在。 从 2018 年
开始，五河新村小区开始进行改造，从环境卫生到道路维修，小区
面貌一点点在改变。 2020 年 10 月开始，智慧小区建设初见成效，
智能门禁系统开始启用。 2021 年，双岗街道通过细致部署，协调
物管部门，发挥网格化服务管理优势，开展全街小区排查统计工
作，详细划分物业管理、单位自管、开放独栋等小区类型，为建设
工作提供全面详细的数据资源。 改造提升蓝图绘好了，但是建设
资金从哪儿来？ 在庐阳区级部门协调帮助下，双岗街道积极对接
社会力量，充分挖掘建设方市场营销优势，实行“政府引入、建设
方投资、物业百姓受益”机制，组织社区、建设方及物业公司对建
设小区逐一进行现场走访调研，针对设备安装预留空间、消防验
收条件、 独栋无人值守及新旧设备融合等不同类别的实际问题，
现场研究制订解决方案，全力推进改造进程。

现如今，老旧小区变身平安智慧小区，全部用上智能门禁、人
脸识别装置、人行和车辆道闸等智能管理系统，不仅便捷了小区
住户，而且改善了治安环境。老旧小区有了“科技范儿”，里里外外
“脱胎换骨”，渐渐实现“逆生长”，让居民生活越来越方便。

文明城市创建如何保持常态化？ 怎样
才能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
全感？ 记者就此对话相关部门和基层社区
负责人———

坚持利民惠民
保持常态长效

对话人：铜陵市文明办副主任 黄文进

合肥市庐阳区双岗街道白水坝社区党委书记 夏军

@ 庐州微晓生：统一店招打造“灵堂风”一条街、拉线丈量摆
菜位置……像这样一刀切、形式主义能创建出啥文明？ 要多听听
市民的意见建议，从群众真正有需求的地方搞创建，这样才是真
正的城市文明。

@刚柔 B：城市亮了，草木绿了。 城市干净了，脏乱差不见了。
道宽了，交通有序了。脏话少了，尊老爱幼多了。治安变好了，大家
安全了。 出行方便了，生活惬意了。 礼貌成风了，人人文明了。 这
就是创建文明城真实感受。 总之，城市是我家，文明创建靠大家。

@爱丝 IceQueenner：文明创建需要政府、社会、个人的共同
努力。 政府要做到以人为本，强化服务意识，注重长效机制，而不
是形式主义做做样子。 要积极宣传，大力在社会上营造向上向善
的风气。 市民是城市的主体，文明创建离不开他们的支持和积极
参与，市民要不断提高文明素质，为文明创建贡献点滴力量。

（本报见习记者 朱茜 整理）

文明创建要内外兼修

■ 范孝东

全国文明城市， 是目前国内城市综合
类评比中的最高荣誉， 也是最具有价值的
城市品牌。 为此，各个城市往往会举全城之
力推进创建活动， 其成效往往也是立竿见
影。 一般在大规模的创建活动推开不久，城
市的硬件设施、环卫质量、交通秩序都会有
明显的改善与提升，整体面貌焕然一新。

不过，有些城市对文明创建的理解不
全面，推进过程中存在“走样变形”问题。
最常见的现象便是只在城市的 “面子”上

下功夫，在城市“里子”的创建上却着墨不
多。比如，部分城市热衷于打造通衢大道、
中央公园、地标建筑，创建的重心只放在
主城区、 主干道这些光鲜亮丽的地方，对
于背街小巷、社区里弄、农贸市场中的“脏
乱差”，要么长期不去问津，要么用“风景
墙”一遮了之。 又如，只对市容环境、道路
交通等硬件设施搞创建，公共服务、市场
秩序、 营商环境等城市文明更为核心的
“软件”部分却很难得到持久提升。现实中
不乏这样的城市，在统一街边店招上可谓
到了“锱铢必较”的地步，却对出租车违规

载客现象听之任之。
文明创建何以会出现表里不一的问题？

根子还在于城市管理者错误的政绩观作祟。
全国文明城市 3年一评选，要在 3年时间内
让一个城市的综合文明程度发生明显提升

殊非易事，尤其是那些基础差、底子薄的城
市更是如此。于是一些城市的管理者难免急
功近利， 在更容易见效果的地方 “堆盆景”
“塑样板间”，试图通过走捷径、搞突击的办
法摘得文明城市的称号。 可是，如此创建只
追求表面光鲜，有时甚至劳民伤财而得不到
市民的支持，又何谈创建真正的文明？

“城，所以盛民也。 ”对于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 中央的部署和要求是全面的、整
体的，其着眼点和落脚点是为了增强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文明创
建，从来不是什么面子工程，而是以人民
为中心的惠民利民工程。 因此，创城既要
重“面子”，也要重“里子”。主干道、主城区
的“第一印象”要加分，小街陋巷、社区里
弄等与市民生活更加息息相关的“细枝末
节”也要好好打磨；市容环境、道路交通等
硬件设施要优化，公共服务、营商环境等
更能强化城市影响力的软件配套也要升

级。 把“面子”扮靓的同时，也把“里子”做
实，这样才能由内而外塑造城市的文明形
象，彰显城市的文明气质。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是城市间的
形象选美，更是内涵比拼。 只有做到表里
如一、内外兼修，才能创建出真文明，赢得
好口碑。

聚光镜··““察民情办实事””系列报道④④

背街小巷、农贸市场、老旧小区往往是城市中脏乱差现象较为集中的地方，也是

文明创建中的短板与弱项。 如何根治城市中脏乱差顽疾，为市民创造更为优质的人居

环境和生活体验，记者深入一线采访———

文明创建 如何下好“绣花”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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