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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启动以来，我县面貌焕然一新，
无论是交通秩序，还是环境卫生，乃至公民素质都有了较
大幅度的提升，“创文明城，做文明人”的口号飘荡在广德
上空，回荡在每个广德市民的心里。

当前，我县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已经进入首轮迎评的
冲刺阶段，创建的主体不仅仅是公职人员和志愿服务者，
更多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
神财富的创造者，更是创建活动的主体和最终受益者。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
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之间的矛盾”。千百年来，人民群众无不对幸福生活充
满渴望，“向善”、“向好”、“向富”、“向美”的精神诉求广泛
存在于社会大众中，任何人都希望活得快乐幸福，一切努
力和奋斗都是为了获得更加美好的生活，这就需要我们在
创建文明城市的过程中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切忌只为迎检，流于表面。创建文明城市，更要

有智力、心力的投入，让城市管理精细、服务精心。文明不
是一个具体的市政项目，不能搞“猴年立项、马月动工、一
年半载就投运”那套机械做法，市民最反感也最没有效
果。提高市民文明素质，必须将心比心，用干部的责任感
换市民的信任感。与其大考临近之时搞突击动员，用连篇
累牍的空心文章和大街小巷的横幅标语开展灌输式宣传，
不如在日常的管理服务中，多些细心、耐心，以此换来市民
参与文明城市创建的热心。

第二，切忌蜻蜓点水，浅尝辄止。创建文明城市不是
一个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过程，而是一个涉及政府、社
会、个人各方面协调发展的动态过程。只有立足实际、统
筹全局、谋划长远，将创建文明城市看作是一个长期性、持
久性、有针对性的发展过程。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在发展
中不断优化，营造良好的创建环境，处理好顶层设计与摸
着石头过河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发挥出创建文明城市对
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作

用，才能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获得幸福感。只有干在实
处，才能增进民生福祉；只有共同努力，才能赢得未来。在
争创全国文明城市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城市的主次干
道正在不断修缮、排水排污管道正在不断畅通、绿化面积
正在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标语随处可见。
在取得这些成果的基础上，需要我们继续将创建文明城市
的工作一以贯之地落实、落小、落细。

第三，切忌忽视家风家教的作用。随着社会结构加速
转型、利益关系深刻调整，人们的思想观念日趋活跃，各类
诉求不断增多。无论社会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始终把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着力提升全民素质，不断彰显城市文明。习近
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曾谈到：“希
望大家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注重家风家教的
影响，就需要立足家庭的教育功能，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使家风家教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充分发挥

出来。将家庭的教育功能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
引领作用结合起来，将对家风家教的传承与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联系起来，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借助家风家教来发挥作用。每个家庭都从自身
建设入手，进而在全社会范围内带动形成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文明城市的创
建营造良好的氛围。

第四，切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文明城市的创建工
作，不仅是一项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不懈追求的民
生工程，同时也是实现我县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的基础工程，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
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
相关。这就要求全体市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充分
发挥出人民群众的力量，用集体的力量来产生巨大的动
能。切忌置身事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总之，创建文明城市作为一个处于发展中的过程，会
在实施过程中不断涌现出新的问题，有待我们去解决。事
物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事物发展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
是曲折的。因此，在创建文明城市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出
人民群众的能动作用，根植于群众，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
之所急，这样才能更好发动群众，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贡
献力量。让我们吹奏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号角，在创建
文明城市的道路上你我同行。

在县市场监管局的牵头下，经过一个多月的评比、公示，中心
农贸市场 11户“文明经营户”名单出炉。11月 6日，中心农贸市场
管理方为他们进行了授牌，此举将进一步激励和引导广大经营户
依法文明经营、诚信自律，推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顺利进行。

在我县中心农贸市场，笔者看到，这里整体环境整洁干净，地

面平整，商品摆放整齐，看不到占道经营、漫摊经营现象。创城以
来，该市场在逐步完善硬件设施、整治周边环境的同时，也在不断
加强经营秩序的管理，督促经营户提升自律意识。通过“文明经营
户”的评选活动，充分调动市场经营户主动创城的积极性。在活动
期间，该市场从门前三包、文明经营、诚信经营等多个方面综合打
分，进行评选。最终从130余户经营户中评选出了11户“文明经营
户”。

“我们以点带面，通过小部分人诚信经营文明经营典型带动，
激发更多人有竞争的意识，文明经营，诚信经营，为创城出力。”中
心农贸市场管理方有关负责人杨海波告诉笔者，今后这样的活动
还将持续开展，希望通过这些措施，打造一个环境优良，卫生秩序
良好，购物环境优美的消费环境。

11户“文明经营户”市场管理方手中一一接过奖牌。他们纷纷
表示，今后将进一步文明经营、礼貌待客，严格落实门前三包制度，
充分发挥典型示范作用，带动更多经营户文明经营。

在农贸市场经营一家豆制品店的张庆手捧着奖牌，心情很是
激动，他表示，“很高兴荣获 2018 年‘文明经营户’，在今后的工作
中，我会把好食品质量关，食品卫生关，让来我这里的消费者吃上
放心的食品。” （赵丹丹）

争创文明城市 你我同行
中共广德县委党校 张楠

在住建委园林局一提到潘苗，
大家都会纷纷赞叹并竖起大拇指，
称赞她办事能力强，工作态度积极，
是园林局的劳模。

据了解，潘苗是县住建委园林
局一名科员，也是一名光荣的共产
党员。自 2016 年来到园林局后，一
直致力于提高城区园林绿化种植的
种植水平和养护标准，除此之外园
林局日常大大小小的事都是由她安
排妥当。在同事们的眼里，她是一
个值得大家学习的榜样。

2018 年 10 月国庆节期间，潘苗
也开启了她人生中美好的新起点，
步入婚姻的殿堂。然而，在我县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即将迎来检查的关
键时刻，潘苗毅然决定，放弃国庆假
期，放弃婚假，在婚后的第二天就投
入到了文明创建的工作中，和大家
共同加班加点、迎战创城。同事们
纷纷赞叹她，她却说：“这没什么大
不了的。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头等大事，而园林绿
化又是重中之重，我要顾全大局，一切为创建让
步。”潘苗告诉笔者，她的丈夫程松也是一名基层公
务人员，夫妻俩在家常常一起加夜班，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双方进行探讨，小夫妻俩从未有过怨言，并
一起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奋斗和努力。

工作的背后，是她辛勤的付出和不断的学习。
她始终坚信：一个人只有不断地学习，汲取新的知
识，才能与时俱进。所以她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学
习思想理论方面的知识，不懂的就积极查阅资料，
积极参与培训，像一个海绵一样，如同吸收水分一
般抓紧一切时间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修养。

（邓妙甜）

争做“文明经营户”
同心共创文明城

市民 徐云：
抽烟的人应该管好自己，不能在公共场所抽

烟。抽完烟后的烟头应该放进垃圾箱里面，别到
处乱扔，以免对环境造成污染。我自己也不抽
烟，觉得抽烟不好。
市民 毛寿明

乱丢烟头确实不文明，很多烟民不能只考虑
自己，多走两步扔进垃圾桶对大家都好。但这个
事情还是要随着城市慢慢的发展，不断地对他们
进行宣传引导，他们的素质才能慢慢提高。呼吁
一下抽烟的人不要乱抽烟，更不要到处扔烟头。
市民 尤锦武

现在全县都在争创文明城市，烟民要自觉地
遵守，也要为我县争创文明城市做一份贡献。就
是抽烟也要把烟头扔进垃圾桶，还有就是在一些
人多的场合，尽量少抽烟或者不抽烟。
市民 朱如广

烟头要熄灭扔进烟灰缸，不要乱扔。乱扔不
太好，要讲文明。
市民 杨春林

现在我看到争创文明城市之后大家都比较
自觉了，过去随手扔烟头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但
现在通过文明创建之后，很多人都比较自觉，烟
头都扔进了垃圾桶里。有时候我看到有烟头我
也很自觉地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桶里，感觉就应
该是这样的。
市民 吴继祥

乱扔烟头真的很不文明，有的还被扔到犄角
旮旯里，清理起来很麻烦。我虽然抽烟，但从来
不乱扔。我觉得大家生活在这个城市，就是要把
我们的城市搞干净。沿途果皮不要乱扔，要扔到
垃圾桶里，要归类。自己做好了环境都美了，跟
自己家庭一样。

拾不完的烟头

随着创城逐步深入，市民参与文明创建的
每一个小细节均被放大，其中就包括扔烟头。
笔者走访发现，虽然路面上烟头明显减少，但花
坛绿化、道路两侧里，很多角落都是烟头的藏身
之处，一个小烟头也考验着城市“大文明”。

（马文静 李婷婷）

近日，笔者接到市民反映，称桃源名都小区
北边沿街住户家中被油烟侵袭，气味刺鼻难闻。
长期以来，家中大人和孩子经常嗓子干哑，呕吐
咳嗽不止，身体健康已受到影响。希望相关部门
能帮助其解决困扰。

家住桃源名都小区的万女士告诉笔者，由于
小区底层门面房是餐饮和烧烤店，营业时产生的
大量油烟，透过卫生间的排水管道弥漫在家中，
气味刺鼻，严重影响到家人身体健康。近期，万
女士的女儿经常咳嗽呕吐，已多次去医院诊治。

万女士已不堪其扰，她表示，“现在我家里确
实被熏得气味难闻。 卫生间里面，每到晚上八
九点钟就能看到明显的油烟进来。其他时间，明

显也能闻到刺鼻的味道，时间待久了人会想吐。”
除了万女士家深受其扰外，该栋楼的其它住

户家中也存在同样的情况。一名住户告诉笔者，
一到天黑，自己家就要门窗紧闭，不能开一点
缝。“因为窗户一开就能闻到很明显的油烟味，刺
鼻难闻。但不开窗户又常年不透气。”

在居民的指引下，笔者注意到，该小区内部
有多个烟囱管道从门面营业房被引入小区，油烟
顺着这些粗大的管道被排入地下。 在居民楼顶
楼也可以看到，生活排水通气管道中明显有浓烟
排出，站在附近能闻到刺鼻的油烟味。

家中倒灌油烟，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此事
该如何解决，笔者将持续关注。 （彭佳 洪波）

回家路上，几名年轻人一时兴起将共享单车倒立停放，不想这一举动竟
触犯法网，被公安机关依法查处。

11月2日一大早，有市民在桃州镇升平街发现，一夜之间街道两侧路边
放置的共享单车全部被倒立着停放，严重影响了城市形象，遂向公安机关报
了警。

公安局桃州派出所接到举报后，立即联合合成作战中心开展调查工作，
民警调取了沿街视频监控，视频显示，这些被倒立停放的共享单车乃是当天
凌晨几名路过的年轻男子所为。民警一路追踪调查，最终成功找到了几名
嫌疑人的暂住地，当天9时20分左右将其抓获归案。

经询问，11月 1日 22时许，嫌疑人王某、翟某某、曾某和朋友刘某聚餐，
结束后已是 2日凌晨 2时许，三人步行回家途经升平街时，看见路边停放的
共享单车后，趁着酒兴，为图好玩，不顾朋友刘某的劝阻，将数辆共享单车倒
立停放，后若无其事地离开。

桃州派出所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呈请县局给予三人行政拘留 15
日的处罚，其中，翟某某、曾某已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且初次违反治安
管理，行政拘留不执行。 （姜军 彭丹丹）

编后语：共享单车是为了方便出行而不是方便娱乐，除此之外一些公共
设施也容不得随意破坏，对公共资源肆意妄为，等待你的可能就是公安机关
的处罚。在此也提醒部分市民，请提高文明素养，做文明市民。

自今年 4月下旬以来，教育部部署开展了
师德建设长效机制贯彻落实专项督查，派出督
查组实地抽查 8个省份。督查发现，部分地方
和学校师德管理“宽松软”，存在师德师风建设
责任落实不到位，长效机制未完全落实落细，
师德考核评价重形式、轻内容、不重视结果运
用的问题。同时关注到，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仍
是一场“攻坚战”，民办教育培训机构诱使个别

公办中小学教师参与校
外培训机构有偿补课等
现象突出。针对发现的
问题，教育部督查组已要
求有关地方教育部门和
学校及时整改落实。教育部称，下一步将全方
位深化师德综合治理，抓好校外培训机构问题
整改落实。 （中新网）

近日，我县一男子骑电瓶车逆向行驶，且不听劝阻，将追赶而来的执勤
辅警拖行十余米后逃离现场，事发一个小时后即被警方抓获。

11月 2日 11时 20分许，县公安局一名警务辅助人员在桃州镇万桂山
路与天官山路交叉口开展文明交通执勤时，看见一骑电瓶车男子逆向行
驶，辅警立即上前制止，当场指出其交通违法行为，并要求该男子掉头骑至
正常行驶车道。谁知男子非但不听，还执意要逆行通过此路口，执勤辅警
上前挡在车前继续对其进行劝导。

就在此时，男子趁辅警不备突然加速准备逆行通过路口，执勤辅警一
边追车一边大声喝止令其立即停车，但是男子充耳不闻继续向前行驶。在
将追赶而来的辅警拖行十余米远后，男子突然停车，辅警重重摔倒在地。
男子撂下一句“车子我不要了”后扔下电瓶车快速逃离现场。顾不上疼痛
的辅警立即起身，一边制止男子一边电话通知警力增援。

获悉情况后，县公安局迅速指令，桃州派出
所联合合成作战中心立即开展调查，全力查找嫌
疑人踪迹。民警很快发现了嫌疑人逃离方向，并
确定其居住地点。12时30分左右，民警在其家中
将嫌疑人冯某抓获。目前，嫌疑人冯某已被采取
强制措施。经检查，执勤辅警左手肘部、小手指、
左腿膝盖等多处擦伤。冯某这种无视交通法规，
甚至阻碍创建工作的行为，必将受到严厉处分。

（武晓强 彭丹丹）

她为创建弃婚假

桃源名都：
油烟倒灌进家中 居民直呼伤不起

中国气象局中国气象局::今冬气温比常年偏高今冬气温比常年偏高

“今年冬季气温总体比常年同期偏高，冬
季持续大范围冰冻雨雪可能性小，但也不排除
会出现阶段性强降温天气过程。”6日，在中国
气象局11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气候中心
气候服务室首席艾婉秀说，10月份全国大部分
地区气温偏低，降水偏少的情况与大气环流密

切关联。10月份大气环流有利于冷空气南下，
特别是在秋季，热带季风往南撤的时候，有三
次强冷空气来袭。在气候变暖背景下，不只是
我国，全球大部分地区极端气候事件都容易发
生。

（中新网）

教育部教育部::部分学校师德管理部分学校师德管理““宽松软宽松软””

皮一下很开心？

共享单车玩倒立 警察这就找上你

男子不听劝阻
拖行执勤辅警执意逆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