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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连日雨水的冲刷袁整座城市也焕然一新院整洁的
道路旁袁 在一株株开得正艳的月季花映衬下袁 鲜红色的
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冶创意雕塑格外醒目遥 随着绿灯亮
起袁行人尧车辆皆有序地通过十字路口噎噎规范有序的市
容尧干净卫生的环境尧文明有礼的群众构建起一幅天蓝尧
地净尧人和的美丽画卷遥

今年以来袁县城管局紧扣县委尧县政府相关会议部署
要求袁以绣花功夫尧匠心精神实现城市管理的野精治尧法
治尧共治尧善治冶目标袁紧紧结合正在开展的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袁努力打造干净有序尧品质细腻尧现代高效尧美丽宜居
的城市人居环境遥

清除顽疾袁让道路野脱胎换骨冶
没有了临时摆摊的摊贩袁道路更宽敞曰没有噪音轰炸

的街道袁环境更雅致噎噎5月 14 日晚袁华灯初上袁记者漫
步在县城幸福华城附近袁 一时间因环境变化而生出许多
感触遥对此最有发言权的是周边住户秦芳女士袁作为老射
阳人袁她对目前街道的环境格外满意院野以前袁每天早上五
六点钟袁路边就摆满了临时摊位袁叫卖声吵得人根本睡不
着袁电动车尧汽车堵得一塌糊涂遥现在经过整治袁路边摊没
了袁路畅通了袁周边安静很多浴 冶

创建文明城市是一个城市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袁也
是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全面展示遥 在扎实做好相关工作
的同时袁市民的切身体会才是莫大的成就遥记者从县城管
局了解到袁今年以来袁该局投入大量精力袁再次向因临时
摆摊导致拥堵的道路野开刀冶遥 野对道路整治袁我们一直在
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遥 冶县城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袁该局将主次干道和重点场所的流动商贩袁疏导到就近
便民市场规范经营曰加强对早尧中尧晚市管理袁明确经营时
间和秩序袁 严格排查清理违规占道经营袁 做到全天候管
控曰针对乱设摊点和喇叭噪音扰民等行为发现一起尧查处
一起遥通过对县城区沿街商户违规使用推拉棚尧四角棚的
管控袁做到经营工具和商品全部入室袁严禁乱堆乱放遥

截至目前袁该局已经劝离占道经营 600余起袁先行登记
保存 100余起曰沿街推拉棚尧四角棚清理 52件曰劝阻商户出
店经营 150余件曰清离沿街熏腊摊铁皮棚 30余件袁其中行
政强制 2件袁合计已经清理 20户袁还有 6户正在整理中遥

提质美颜袁为城市野锦上添花冶
小公厕彰显大民生遥 如今走进县城任意一座公厕袁都能

看到瓷砖铺垫的洗手台尧雪白的洗手盆尧自动感应冲水立式
便池袁镜子尧洗手液尧烘手机尧厕纸等一应俱全遥不少市民纷纷
感叹袁以往野难登大雅之堂冶的公厕如今俨然成了一道风景遥

野我们以精细管理为抓手袁将文明城市创建与环境提
升工作相结合袁 对于县城的公共卫生间实行人工与机械
化作业优化组合袁加大保洁频次尧狠抓作业效率和提升保
洁质量袁大力推进耶最美网格爷尧耶星级公厕爷和耶样板河道爷
等保洁创建评比活动袁 调动和激发环卫工人的主观能动
性和工作积极性遥 冶县城管局相关负责人说袁该局对已建
成的公共卫生间袁完善野五个一冶服务袁同时牵头做好镇区
41 座公厕的新建改造袁深入推进两年干净行动袁补齐影
响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遥此外袁该局加大对县城范围内乱
涂乱画尧随意张贴等不文明行为的处罚力度袁与临街商铺
签订叶门前三包责任书曳曰对街道非法止停桩尧违规内河船

停泊尧占用堵塞河道等行为进行专项整治遥 截至目前袁发
放整改通知 70件袁叶门前三包责任书曳4500份袁清理 21处
破损广告遥

野现在沿河路比以前干净多了浴 冶家住附近的童大爷
告诉记者袁每天早上去小洋河边锻炼尧散步成了他的必修
课遥自开展文明城市创建以来袁这座小城正在发生的点点
滴滴变化袁让市民有目共睹遥

服务至上袁为管理平添野温情冶
有人说袁民生无小事袁枝叶也关情遥 城管的工作涉及

生活的方方面面袁不仅能反映出一座城市的面貌袁更能折
射出城市的发展遥 曾几何时袁在执法过程中屡屡受挫袁遭
遇群众的不理解袁也曾闹出过野啼笑皆非冶的野插曲冶遥自今
年深化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以来袁这一切发生了改变遥县城
管局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袁 不断完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
体制机制袁在野创文冶的基础上袁打造野服务型城管冶遥

野我们主要是通过推进智慧城管尧耶多元共治爷尧搭建
平台等方式与商贩尧群众进行沟通袁措施颇具成效遥 冶县城
管局相关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袁该局推出智慧城管平台袁
为市民提供有奖举报尧便民导厕尧垃圾收运尧信息查询等
服务曰实施野多元共治冶袁聘请十名城市管理智囊员尧百名
野两代表一委员冶城市管理监督员尧千名城市管理志愿者
共同组成野十百千冶多元共治队伍曰持续开展野城管开放
日冶尧城管进社区尧城管进校园等系列活动袁引导全社会知
晓城管尧参与城管尧支持城管袁同向发力共同打造美丽宜
居家园遥

为了让城市更美好
要要要 县城管局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掠影

本报记者 周蓉蓉 通讯员 宋玉成

本报讯渊通讯员 陈洪飞冤年初以来袁临海镇党委尧政府始终
把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袁树立良好镇风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袁在
多方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袁进一步修订完善野镇规民约冶袁并坚持做
到宣传教育常态化尧检查督查常态化尧志愿服务常态化袁形成文
明风尚长效机制袁助推乡村振兴遥
宣传教育常态化遥 该镇充分利用野村村响冶广播尧主题党日活

动尧镇村宣传橱窗尧校园主题班会尧家长会等形式宣传镇规民约
新风尚曰倡导群众勤俭节约尧文明礼貌尧和睦相处尧爱护环境袁做一
个助人为乐尧敬业奉献尧热爱家乡的新时代文明人曰在全镇范围
内悬挂促文明树新风宣传横幅袁 张贴书写促文明树新风宣传标
语尧公益广告袁营造良好的精神文明建设氛围遥
检查督查常态化遥 该镇进一步修订完善镇规民约及村规民

约袁将镇规民约纳入对村及镇直单位的月量化目标考核内容曰成
立督查组袁定期对各村居及镇直单位落实情况进行督查检查袁对
有违反镇规民约及村规民约的行为袁一经发现袁勒令行为人即刻
停止不良行为袁对相关责任人通报批评袁并扣除所在村居相应考
核分分值遥
志愿服务常态化遥 该镇号召干部群众争做志愿者袁并组织开

展义务志愿服务活动曰在提升志愿者服务意识奉献意识的同时袁
通过实际行动感染身边人袁带动身边的文明新风曰组织干部群众
开展整治环境卫生志愿服务活动袁对路边沟边尧河道河床等公共
区域的垃圾进行全面清扫袁创造干净整洁的人居环境遥

临海镇

完善镇规民约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渊通讯员 陆万里 成麟祥冤为进一步倡导和培育
社会文明新风尚袁弘扬社会主旋律袁近年来袁盘湾镇多措并举袁
扎实推进乡风文明提升袁积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建立科学尧健
康尧文明的生活方式袁大力营造积极向上尧文明和谐的社会氛
围遥

该镇各村居组织有威望的村民代表组成村规民约执约小
组袁负责村规民约的制定与宣传曰建立健全村民议事会尧道德
评议会尧红白理事会尧禁毒禁赌会袁现已实现全镇各村居全覆
盖曰在各村居开展野立家规尧传家训尧晒家风冶系列活动袁每家每
户都在门口将家训野晒冶出来袁由村居负责收集好家风尧好家
训袁做成文化墙曰推动移风易俗袁大力提倡野婚事新办尧喜事廉
办尧白事简办尧小事不办冶袁党员干部带头做起袁对违反规定的
党员干部作出处罚曰积极开展野好媳妇尧好公婆冶尧文明家庭尧好
家风示范户尧野十星级文明户冶尧野盘湾好人冶尧野道德模范冶 等评
选活动袁教育带动身边人做好人尧办好事遥

盘湾镇

倡树文明新风尚

本报讯 渊记者 成杰 通讯员 倪梦莹 张建忠冤野青年一
代肩负责任使命袁任重道远袁青年人需要将自己的人生目标与祖
国尧时代的命运相连袁树立远大理想袁培养良好品德噎噎冶日前袁
由长荡镇新时代实践所举办的以野新时代青年说冶为主题的演讲
比赛在该镇政府后三楼会议室举行遥 县委组织部尧团县委相关负
责人和镇班子成员尧机关工作人员尧村居青年书记和宣传文化管
理员尧参赛选手共 100多人参加了活动遥
参赛选手或慷慨激昂袁或娓娓道来袁围绕演讲主旨进行了充

分的诠释遥 他们以鞭辟入里的阐述与深入独到的见解为现场观
众呈上一道精彩纷呈的思想盛宴袁赢得在场听众的阵阵掌声遥

野噎噎长荡青年风采各异袁但时代精神一脉相承遥 他们为梦
想燃青春袁为长荡献力量袁以奋斗者的姿态袁在平凡的岗位上袁在
踏实的工作中袁放飞青春梦想袁书写人生华章噎噎冶该镇机关工
作人员崔启丽激情高亢尧震撼人心的演讲袁点燃在场青年青春梦
想遥
据该镇分管负责人介绍袁 举办本次活动的目的就是激励动

员全镇广大青年歌颂新时代新中国的伟大成就袁 抒发对祖国的
热爱之情袁展现青年在新时代下的所想尧所为尧所感袁不断提升青
年同志在乡村振兴中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遥

长荡镇

“点燃”青年青春梦想

本报讯渊通讯员 刘德钊冤年初以来袁县人社局结合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的要求袁加强整体规划袁丰富宣传载体袁营造浓
厚的野创文冶氛围遥

该局摆放宣传牌袁 以图文并茂尧 生动活泼的形式制作了
野创文冶宣传牌袁分别摆放在大门口和服务大厅内曰印制 1000
份野创文冶宣传单袁在各服务窗口摆放遥张贴宣传画袁制作了野创
文冶公益广告尧文明礼仪和规范服务用语宣传画在服务大厅尧
走廊等场所张贴遥 播放广告语袁利用窗口单位 LED显示屏每
天循环播放野创文冶宣传标语遥 设置劝导岗袁普及礼仪常识袁在
窗口单位设立遵德守礼提醒和文明劝导志愿服务岗袁 在服务
柜台前设置野一米线冶袁安排两名文明劝导员袁对不叫号尧不排
队等不文明行为进行劝导遥

县人社局

“创文”氛围浓厚

野今天很高兴参与文明劝导志愿服务活动袁城市
文明人人有责袁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袁引导广大市民
做文明出行的践行者和传播者袁共同为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助力添彩遥 冶5月 16日袁在县城太阳城参加文明劝
导的合德镇志愿者韩伟对记者说遥

如今袁在县城的主要路段和繁华路口袁到处活跃
着一群特殊的人袁他们头戴野小红帽冶尧身穿野红马甲冶袁
对过往市民进行野创文冶知识宣传和文明劝导遥 这是合
德镇组织开展的 野文明实践窑携手创建冶 志愿服务活
动袁成为城市的一道靓丽风景遥

记者了解到袁为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袁更好地
引导广大市民和志愿者积极参与创建工作袁营造浓厚
的创建氛围袁连日来袁合德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
开展以野文明实践窑携手创建冶为主题的文明志愿服务
活动遥 该镇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纷纷走上街头袁积极
参与文明行为劝导尧净化社区环境袁引导市民养成良
好的文明行为习惯袁打造干净有序的县城环境遥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袁志愿者们头顶烈日袁开展
文明行为劝导遥 有的在交通路口劝导行人过马路走斑
马线袁遵守信号灯袁不乱穿马路袁不跨越护栏曰有的友
善耐心地解答路人问询曰有的劝导驾乘摩托车尧电动
车人员戴头盔噎噎

野对于部分小区的卫生死角袁我们组织志愿者进
行全面清理袁并及时清运遥 同时我们还组织志愿者对
小区内的绿化植被进行修剪养护袁劝导住户有序停放
车辆袁对露天经营的摊点及时劝离遥 冶该镇志愿者服务
队负责人告诉记者遥

据了解袁该镇的野文明实践窑携手创建冶志愿服务
活动为期一个月遥

“红马甲”助力“创文”
本报通讯员 韩珍梅 记者 杨向东

生命健康重于泰山，作为人们
主要的交通工具，摩托车、电动车和
汽车的安全问题不容忽视。众所周
知，骑车或者开车上路应当做好自身
安全防护措施，从这个角度来说，戴
好安全头盔、系好安全带是“护航”生
命安全最有效的措施。

然而，我们却发现，在生活中不
少摩托车，特别是电动自行车一族缺
乏自我安全防护意识，不戴头盔就上
路，这给自身生命和交通安全造成极
大的隐患；除此之外，汽车司乘人员
不系安全带的现象也存在着。

安全头盔、安全带都是交通意
外发生时最有力、最有效的保障。对
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而言，佩戴安全
头盔可以避免外力撞击下的头部因
受到撞击而引起的重大伤亡；对汽车
而言，系好安全带有利于避免事故发
生时身体不受控制而造成重大伤害，
对驾驶员来说，戴好安全头盔、系好
安全带是意外发生时最好的防护工
具。

生命安全不容忽视，理应得到
重视。在笔者看来，出台相关的法律
法规，采取必要的整治、管理措施至
关重要；除此之外，通过网络传媒等
方式营造舆论氛围，让“安全驾驶”观
念入脑入心，并外化于行。

当前，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县百
姓人均汽车、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的
数量巨大，驾驶员们要始终将“安全

驾驶”四个字牢记心中，骑车上路要“头盔”相伴，开
车上路不忘系上“安全带”。
生命对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每个人都应该重

视、珍惜这仅有的一次生命，出行不忘“一盔一带”，
不忘警钟长鸣，这是对生命的最大敬畏，更是对生
命的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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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袁野江苏好人冶尧海通镇射北村村民陈景飞来到村里的八
百亩林地遥 这里生长着直杆榆尧三角枫尧女贞等二三十个品种的
树苗遥 和往常一样袁陈景飞走在林间的土路上袁一路走一路察看
树苗长势遥
不远处的林子里袁当地村民陈礼芳老人正在割草遥 陈景飞

快步走上前去袁拿起镰刀袁帮着陈礼芳割草院野陈奶奶袁累不累
啊浴 冶
陈礼芳爽朗地笑着院野不累浴 把这些杂草除了袁树苗能长得

更好些遥我家有 30只鹅袁割下的草带回家喂鹅遥这种大叶子草袁
鹅很爱吃袁好得很浴 冶
陈景飞告诉笔者院野这片地原来是滩涂袁盐碱大袁种庄稼收成

一般袁一年一亩地能有五六百元收入就很好了遥 现在我们把这
片地流转出去袁与一家公司签了协议搞苗木培植遥 一亩地农民
一年有 1000元土地流转收入遥 需要除草尧修剪什么的袁就请村
民来帮工袁一天工钱 100元袁能为村民增收不少呢遥 冶
从林地出来袁 陈景飞来到射北大沟边袁3名工人正站在岸

边袁双手拿着长长的竹竿袁打捞河里的水草和杂物遥 陈景飞观察
了一会对工人说院野把杂物和一些杂草捞出来袁 留一些水草在河
里袁对鱼的生长有好处遥 冶
其实袁 陈景飞回到农村工作时间不长遥 1984年出生的他袁

2002年入伍袁多次获得嘉奖袁被评为优秀士兵袁并荣立三等功遥

2018年退役后袁陈景飞在山东济宁自主创业袁与几名战友投资
办厂袁年产值 2000多万元袁有直营实体店 40多家袁带动 40多名
退伍军人创业遥 期间袁陈景飞和战友们慰问部队袁慰问抗战老兵
430余人袁还经常去济宁当地的五保老人家里慰问袁为他们送一
些生活必需品遥

不久前袁陈景飞的父亲去世袁陈景飞反复考虑后决定回到
家乡袁一来照顾年迈的母亲袁二来为家乡建设出把力遥
临近中午 11时袁 陈景飞带着笔者来到县城人民东路边的

一个普通民居袁主人戴奶奶乐呵呵地开门迎接遥 射阳义工之家
负责人黄正宝和几位志愿者提着几包东西也来了遥
戴奶奶是失独老人遥 多年来袁射阳义工之家的志愿者每个

月都要到戴奶奶家袁帮助打扫卫生尧烧饭袁陪老人聊天遥 陈景飞
说院野戴奶奶最需要的是心灵上的安慰袁所以我们上门看看老人袁
帮助做点事袁一起吃个饭袁老人就会非常高兴遥 冶这天袁陈景飞和
几位志愿者约好了一起到戴奶奶家包饺子遥 因为疫情袁陈景飞
和志愿者有一段时间没有到戴奶奶家了袁这次上门包饺子也算
是一次大团圆遥
一群野儿女冶涌进戴奶奶家里袁气氛顿时热闹了起来遥 戴奶

奶乐呵呵地要倒水招呼这些野儿女冶袁却被陈景飞拉住院野戴奶奶袁
你坐啊袁和我们说说话就行遥冶理发师王晓梅拿出工具院野戴奶奶袁
你坐下袁我帮你理理发剪剪指甲泡泡脚遥 冶戴奶奶高兴地答道院

野好遥 冶
两位志愿者开始打扫卫生袁陈景飞和其他几位志愿者包饺

子袁半小时后袁白胖胖的韭菜肉馅饺子摆满桌面遥
第一锅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来了袁刚理完发的戴奶奶很精

神袁津津有味地品尝着遥 陈景飞说院野味道怎么样钥 冶
野不咸不淡袁味道很好遥你也吃啊遥 冶戴奶奶对陈景飞说袁野听

说你被评为耶江苏好人爷袁真好遥到武汉送抗疫物资一路都蛮顺利
的吧钥说给我听听遥冶陈景飞笑笑答道院野你先吃袁锅里还下着饺子
呢遥 冶然后向戴奶奶野汇报冶武汉之行的经过遥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袁身为党员的陈景飞萌发了为国家分

忧尧为社会奉献的念头袁与战友们在微信群里讨论袁大家一致同
意捐资购买物资支援抗疫遥 1月 29日上午购得第一批物资院300
桶 4升装的医用酒精尧100个肩式喷雾器尧数千只口罩等遥当天袁
向有关部门报备后袁陈景飞与战友开着满载防疫物资的货车袁从
山东送到武汉袁完成交接袁连夜返回遥隔离期间袁陈景飞又委托战
友采购口罩尧酒精等物资袁捐赠给当地部分单位和社区遥 从出发
到武汉袁然后返回射阳袁整整 40个小时袁陈景飞他们连续奔波
2000多公里遥回家的路上袁陈景飞打电话给居委会袁告知自己从
武汉回来的相关情况遥

野回来后隔离了 14天袁工作人员对我们很关心袁每天测两次
体温袁还经常送来生活必需品袁心里感到暖暖的遥冶陈景飞告诉戴
奶奶遥 野那个时候能往第一线冲袁不简单浴 冶戴奶奶连连夸赞遥 这
让陈景飞有点不好意思了院野其实没什么袁 只是做了一点自己觉
得应该做的事遥 冶
正说着袁在厨房里下着饺子的一位志愿者大声说道院野戴奶

奶袁我们志愿者里有一位河南大姐袁下次包饺子让她和面擀皮袁
比在街上买的饺皮有筋道袁味道更好遥 冶戴奶奶更开心了院野你们
包的饺子味道好袁好得直往心里钻哟浴 冶

陈景飞：情系失独老人
本报通讯员 陈雪峰 陶秋凤

年初以来袁我县扎
实推进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活动袁不断增强广
大群众的文明意识袁营
造了人人皆知尧广泛参
与的良好氛围袁为我县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添
砖加瓦遥

淤道路交通袁秩序井然遥
于公交站台袁文明有序遥
盂公益广告袁焕然一新遥

彭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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