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住万善园二村的吕夕珍
是一名社区志愿者，每天她都要
在小区北门一带转一转看一看，
随手捡拾地上的垃圾，引导进出
小区的车辆有序行驶、停放……
每到这时，她总会习惯性地朝正
对小区北门口的斑马线看一
眼。两年多前，就是在这儿，吕
夕珍的丈夫在过马路时被汽车
撞倒了。“当时我老公整个人都
被撞飞了，听到消息我都傻了。”
幸运的是，经过精心的治疗和照
顾，丈夫的身体慢慢恢复了，可
每次和丈夫从这段斑马线过马
路时，她心里还是有点发怵。但
现在，吕夕珍再过马路时心里踏
实多了。“自从去年开展了‘礼让
斑马线，文明大家行’行动，机动
车会主动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
了，我们行人过马路感到更加安
心、放心了。”吕夕珍笑着说，“这
是文明城市创建带来的切实变
化。”

文明城市创建带来了哪些
变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
但相同的是对变化的欢迎，对创

建的认可。正是点滴变化的累
积，丹阳城由内而外实现了质的
飞越，成功创成了全国文明城
市。

众所周知，全国文明城市评
选，标准是全国统一的，比拼的
是硬碰硬的指标和实打实的成
效。创建以来，我市坚持“创建
为民、创建惠民”的宗旨不动摇，
把着力点放在为群众做好事、办
实事、解难事上，紧盯环境卫生、
交通秩序、市场管理、行业规范
等群众关注的重点难点，啃“硬
骨头”、破“老大难”，下大力气补
短板，先后解决了练湖综合楼、
西门家具厂、东风村和马家庄等
一批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改善
了城中村、城郊结合部生活环
境；对全市 344个老旧小区楼道
窗户、照明墙面全面出新，实现

“五有”物业全覆盖；对十几个急
需改造的老旧小区进行了雨污
管网分流，完成江南人家等4个
低洼易淹易涝片区改造；占道经
营、户外广告得到有效整治，农
贸市场“脏乱差”、交通秩序“拥
堵乱”明显改善；实施“美化绿化
亮化”行动，完成迎宾路、S241、
S122城区段等主要城市出入口
及道路沿线绿化景观改造，对华
地片区、华阳苑、万善园二村等
区域立面改造出新；设置严管道
路 9条、严管街道 25条，增设斑

马线监控 17 处，引导机动车礼
让行人；加快推进大运河风光带
建设，一期工程如期竣工；城区
实现污水管网全覆盖，水环境质
量明显提升……如今，丹阳城已
初步恢复了江南水乡城市的特
色风貌。

文明城市创建带来的不仅
仅是城市面貌的改善、颜值的提
升，还有城市内涵的深化、市民
文明素养的同步提高。大街上，
文明用语声声入耳，搀扶老人过
马路、随手捡起地上的垃圾等文
明行为入目即是；马路上，交通
更顺畅了，斑马线前车让人、人
谅车现象蔚然成风；小区里，邻
里相见笑意盈盈，暖心问候，和
睦相处。此外，我市还加大了城
乡一体联动创建的力度，加强镇
村主次干道秩序、集贸市场、公
共广场等重要点位日常管理，增
设善行义举榜、乡风民俗文化
墙，实现镇村道德讲堂全覆盖，
推动全域文明整体提升；开展文
明家庭、“我们的节日”、志愿者
服务等文明主题活动，新建 20
个漂流书屋、3家24小时图书馆
和 33 个蒲公英志愿服务站，举
办了首届公益文化节……广大
市民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与
文明城市创建，实践文明、传播
文明，文明之花开遍了丹阳大
地。

2017年 11月 17日，中央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国精神
文明建设表彰大会，我市被正式
命名为“全国文明城市”，这是全
体丹阳人的荣耀。但文明创建
并没有因此止步。为巩固文明
城市创建成果，在新的起点上推
动建设更高水平文明城市，今年
起至 2020 年，我市将开展实施

“建精美丹阳城·做文明丹阳人”
行动，重点开展生态环境、市容
市貌、交通秩序、市场环境、文体
建设、诚信丹阳、市民文明素养
等七大“提升行动”。同时，我市
还制定出台了《丹阳市文明城市
长效管理考核办法》，进一步落
实各地各相关部门共同推进文
明创建的责任，着力提升文明城
市建设制度化、长效化管理水
平。

“丹阳创成了文明城市，
但创建的成果还要靠我们大家
来维护。”吕夕珍一边弯腰捡起
散落在垃圾箱旁的树叶、纸
片，一边说道。过去一年，她
主动参与到文明城市创建中
来，为城市文明贡献着自己的
力量。“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文
明的参与者，更是实践者、传
播者、受益者。”未来，她将继
续坚守志愿者的岗位，为城市
更文明增光添彩。

文明城市创建带来了哪些变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但相同的是对创建的认可！

全民参与，助力丹阳创成全国文明城市
本报记者 符云莹 通讯员 侯艳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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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市场
养殖种鸭

我市养鸭户看好国内市
场需求，大力发展鸭子的规模
化养殖和苗鸭孵化。图为市
银天禽业专业合作社5万只种
鸭存栏规模的养殖场。

(记者 萧也平 通讯员
陈新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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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宣

新华社喀布尔1月21日电
阿富汗警方官员21日向新华社
记者证实，截至当地时间上午11
时30分（北京时间15时），发生在
首都喀布尔洲际酒店的袭击事件
已造成不包括袭击者在内的至少
11人死亡、20人受伤。

截至当地时间上午 11 时，
安全人员与武装分子的交火对
峙已持续超过12个小时。

有目击者告诉记者，袭击
始于当地时间20日晚9时左右，
4名武装分子身穿炸弹背心，持
重型武器冲入该酒店，从一层
大堂开始对在场民众进行无差
别扫射，阿军方安全人员随即
赶到现场进行反击。

另有当地媒体报道说，武
装分子伪装成阿军警身份，开
车携众多武器弹药进入酒店区
域实施袭击。

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 21日
凌晨发布消息说，经多方核查，

喀布尔洲际酒店暂无中国公民
入住和伤亡报告，在阿中国机
构与使馆人员均平安。

阿富汗内政部 21日上午发
布一份声明，指责“哈卡尼网
络”武装组织在阿境外策划了
此次袭击。目前该武装组织尚
未对此作出回应。“哈卡尼网
络”是与塔利班有紧密关联的
极端武装组织，经常在喀布尔
及阿富汗东部一些省份活动，
制造过多起袭击事件。

1月18日，美国驻阿富汗大
使馆曾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安全
预警，称有极端组织策划将对
喀布尔的酒店、宾馆进行袭击。

作为阿富汗为数不多的高
级酒店，喀布尔洲际酒店以接
待高级官员和外国客人为主。
该酒店曾于 2011年 6月 28日遭

“哈卡尼网络”武装分子的袭
击，造成包括 10 名平民在内的
21人死亡。

马克龙和默克尔
发表联合声明深化法德合作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20 日宣
布，土耳其军队已经开始对叙
利亚西北部与土接壤的阿夫
林地区发动军事行动，以打击
当地的库尔德武装。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近期
决定在叙境内组建以库尔德
人为主的“边境安全部队”是
引发土耳其此次军事行动的
导火索，此举不仅将导致地区
局势动荡加剧，也将令美土关
系继续走低。

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据土耳其报道，在土耳其
炮火支援下，得到土方支持的
叙反对派武装“叙利亚自由
军”部队乘装甲车从土边境一
侧进入阿夫林地区，展开军事
行动。

土耳其军方在一份最新
声明中说，土方空袭了阿夫林
地区 153个属于叙利亚库尔德
武装“人民保护部队”的军事
观察点和燃料库等目标。土
方表示，这一军事行动属于

“合法自卫行为”，土耳其“尊
重叙利亚的领土完整”。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叙利
亚外交部已经对土耳其的军
事行动进行谴责，称其侵犯了
叙利亚主权。

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
20日公开表示，此次军事行动
的第一阶段是空袭阿夫林地
区的“人民保护部队”目标。
从21日起，土军地面部队将视
局势发展决定是否采取必要
行动。

分析人士指出，目前来
看，土方计划将阿夫林作为跳
板，一路往东直抵曼比季,以扫
清土叙边境上的库尔德武装

力量。

美国“挑衅”激怒土方

土耳其曾在2016年8月开
始在叙北部发动代号为“幼发
拉底盾牌”的军事行动，力图
与“叙利亚自由军”合力，把极
端组织“伊斯兰国”逐出叙土
边境地区，同时阻止叙境内的
库尔德人进一步扩张势力，加
剧土境内库尔德人的分离主
义倾向。

分析人士指出，与 2016年
军事行动不同的是，此次土军
行动的主要目标是叙土边境
地区的库尔德武装，而不再是
已被驱逐的“伊斯兰国”。

近年来，以打击“伊斯兰
国”为名，美国、俄罗斯、土耳
其、伊朗等国深度介入叙利亚
战事，使得该国战场呈现出各
种利益交织、关系错综复杂的
局面。

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盟
近年来主要支持库尔德武装
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而

“叙利亚民主军”又以“人民保
护部队”为主体。长期以来，
土耳其政府认为“人民保护部
队”是被其列为恐怖组织的土
耳其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
的分支。

“人民保护部队”自 2012
年控制阿夫林以来，一直试图
将其与叙东北部由该武装控
制的地区连接在一起，但遭到
土耳其的军事阻挠。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主导
的国际联盟14日宣布将与“叙
利亚民主军”共同组建一支新
的武装部队，以维护叙边境安
全，此举触及了土耳其的底
线。

土总统埃尔多安 15 日强

烈谴责美在叙组建“边境安全
部队”的做法，称“土耳其有义
务将其扼杀在摇篮里”。17
日，他在举行国家安全委员会
会议后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
表示土耳其军队将“采取迅速
和坚决的措施”，击溃来自“恐
怖主义部队的安全威胁”。

美土关系持续恶化

截至目前，美国官方对土
军事行动表态谨慎。美国国
防部呼吁交战各方将注意力
集中在打击“伊斯兰国”上，避
免紧张局势升级。据一名匿
名美国国务院官员透露，美国
国务卿蒂勒森已经分别与土
耳其和俄罗斯外长通了电话。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美国
和土耳其最初都共同反对叙
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但
随着战事推进，美国将叙境内
库尔德武装视作打击恐怖主
义的有效地面力量加以扶持，
不断为其提供军事装备和培
训。这引发了土耳其的强烈
不满，美土矛盾也随之日益加
剧。

去年 5 月，埃尔多安到访
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双方力图
修复因库尔德人问题而出现
裂痕的两国关系。然而，此后
土耳其逮捕美驻土外交机构
雇员，导致两国间爆发近一个
月的“签证战”，加之特朗普一
意孤行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
以色列首都，使美土关系再度
恶化。

分析人士指出，若土方此
次军事行动持续进行并扩大
范围，不排除在交战地区附近
的美军人员受到波及。届时，
美土如何应对，将是两国领导
人面临的难题。

土耳其攻击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叙利亚库尔德武装
美土关美土关系系持续恶化持续恶化

新华社重庆 1 月 21 日电
记者从重庆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获悉，根据近期媒体报道和
群众举报火锅经营者涉嫌违法
回收使用“火锅老油”的线索，重
庆市 5 家火锅店涉嫌回收使用

“火锅老油”被立案调查。
根据媒体报道和群众举报

火锅经营者涉嫌违法回收使用
“火锅老油”的线索，重庆市食品
药品监管部门会同当地公安机
关展开了调查。

经过现场检查、询问调查、
核查相关原料进货记录和废弃
油脂处置记录等，重庆市食品药
品监管部门日前对“江北区罗建
波串串店”（招牌名为“李记串

串”）、江北区北城天街的“江北
区大队长餐饮店”（招牌名为“大
队长火锅”）、“渝北区德松餐饮
店”（招牌名为“曹疯子老火
锅”）、“渝北区永恒老火锅店”
（招牌名为“永恒藏茶养生老火
锅龙溪总店”）、“沙坪坝区火星
娃火锅店”（招牌名为“大龙老火
锅”）等 5 家火锅店正式立案调
查，涉嫌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线
索已通报或移送公安机关。

重庆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正会同公安机关就群众举报的
其他火锅店涉嫌违法回收使用

“火锅老油”的线索开展调查，调
查处理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重庆5家火锅店涉嫌回收
使用“火锅老油”被立案调查

阿富汗首都酒店遭武装袭击
至少11人死亡 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新华社巴黎 1 月 21 日电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
克尔 21 日发表联合声明，表示
将进一步深化法德合作。

法国总统府当天发表新闻
公报说，适逢法德签署《爱丽舍
宫条约》55周年之际，为深化法
德合作，马克龙和默克尔 19 日
在巴黎会晤时就今年制订新的
《爱丽舍宫条约》达成一致。双
方表示，将在应对未来经济挑

战、推动两国社会和民众交流、
共同应对安全与发展问题、应对
全球化挑战四个方面深化合作。

1963 年 1 月 22 日，时任法
国领导人戴高乐与联邦德国总
理阿登纳在法国总统府爱丽舍
宫签署了法德合作条约，史称
《爱丽舍宫条约》，宣告两国由仇
视对抗走向和解合作。条约成
为欧洲一体化的基础，标志着

“法德轴心”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