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走 在 路路 上

谁睡不着觉
谁在路上天天巡查
领导 负责人 员工
数日子 数伤痕
数着每条街变整洁
数着每条路没破损
数着忙碌的日子在扑腾

路上人行道
看大街小巷
刮去牛皮癣
贴上公益广告
荷兰砖凸起
沥青路面下沉
路牙石 亮化灯
水篦子 井盖破损
易涝点 排吸污

都有市政人员忙碌身影

喝着冷水泡茶
风雨当着口哨
困难在多 挺着走
五十三条路
四条长街通连四方
众筹一个美好文明新广德
是竹乡儿女们的共同渴望

在出发 梦又开头
每一条街新景向前
每一条路都会点赞
那时我们文明新广德
会迎来很多知心朋友
铺开一幅崭新画卷
揭开陈年老酒共同庆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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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广德

2018 年广德好个秋，自然景色和创建热情相融
相汇。天是秋高气爽，白云蓝天，空气清新；地是植物
的自然变迁，夹着火红的红马甲在广德城乡普遍开
花，随处可见，形成一道独特的秋之韵。

红马甲的出现给人们一种特殊的感觉，像星星之
火点亮人们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热情,创成共享美好
家园。现在全县红马甲志愿者有 2万 5千余人，团队
有 3 百多个。每个单位每名职工都是红马甲志愿者
的一员，声势浩大，汇聚成创建文明城市的大军，分为
交通红马甲、路巡红马甲、网格巡查红马甲、健身悦跑
红马甲等。在我县创建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中，红马

甲就是一种象征，穿上红马甲就是一种奉献精神的体
现，更是文明创建的宣传使者，点滴行动的实干家。

每天随着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的苏醒，红马甲
都依次悉数到位，交通红马甲还配有小红旗、指挥哨，
一丝不苟，正确引导车辆、行人，遵守交通规则，文明
出行；路巡红马甲，来回巡查路段，看见沿路的烟头、
纸屑都会捡拾起来，还及时报告发现情况；网格巡查
红马甲，对管辖区域进行地毯式梳理，在住宅社区，大
街小巷，商业繁华地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大多是右
手拿夹钳，左手拿着垃圾袋，边巡查边拣拾烟头、纸屑
等各类垃圾，现场解决各类疑难问题；健康悦跑更是

以健身的方式来推进创建。红马甲这些活动通过点
点滴滴的实干，来为广德创建助力续航，构建出红色
之秋恢弘画卷，感人至深。

现在我们广德城乡，通过红马甲的不懈努力，文
明已初显成效，广德城市美起来了，市民的素质提升
了。马上广德就要迎来创建测评首考，我们已经有十
足的底气来迎考，交出满意的答卷。红马甲得到众民
众的肯定，他们自己也是这个城市生活的一员，每天
在人们投送的赞美的目光中感到心里十分充实，我庆
幸我也是红马甲的一员，我无比荣光。

（王健）

我最佩服咱家乡的“红绿灯”，它采用“三光”策
略，使用“三光”信号，无声的指挥着行人车辆的安全
通行，它不分昼夜，不顾日晒雨淋，即便再恶劣的天
气也要坚守岗位，夜以继日，通宵达旦的工作着、指
挥着……红绿灯见证了我们广德县的发展与变迁，
看到了改革开放带给这个城市的丰硕成果，见证了
文明创建所营造的新气象，增添的新美景，创下的新
成果。

红灯说，这次广德县荣膺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奖，
那是多么让人兴奋的事啊！全县上下立即投入文明
创建工作中。由于县文明创建工作宣传到位，铺的
开，抓的深，落的实，“红绿灯”下也产生了这样的变
化：“闯红灯”的少了，礼让的多了，乱丢垃圾的少了，
做好事的多了。绿灯说，一天早晨五点许，一位大货
从外环路疾驰而来，它看到大货里面的大胡子，第一
感觉是不妙，因为这个大胡子经常跑这条路，曾不止
一次闯过红灯。怎么办？怎么办？它身边的红灯还
在工作呢，大胡子如果这时候过来，那位蹬着三轮卖
菜的阿姨就危险了！只听“嗤——嗤——嗤”一阵刹
车声响，大货停下了，绿灯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心想

“这都是文明创建”的功劳啊，他微笑着对大胡子说:：
“你这次做的好！文明驾驶安全你我他！”话音刚落，
红灯休眠绿灯发出柔和的青色的光。绿灯送走了大
货司机，侧面走来一位佝偻着背的大爷，绿灯看着大
爷半天挪不动半步心急如焚：“我说大爷，我这边还在
工作，你的对面现在是红灯，千万别过来，过来就属于

闯红灯了！”大爷走到斑马线，他突然停住脚步，像一
张“弓”扎在那里，又像一个精美的括弧立在斑马线
上，不失为一道亮丽的风景！一秒又一秒，在每一秒
的滴答声里，大爷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艰难而又安
静的等待着绿灯出场。红灯说，这个大爷以前经过这
里共闯了五起红灯，光志愿者就劝回了三次，这次能
做到“红灯停绿灯行”，看来社区的文明创建工作宣传
的家喻户晓。“大爷，我为您点赞！”

在感慨广德文明创建初出战果的同时，红绿灯还
记下了广德县那些温馨感人的点点滴滴。

绿灯说，他有一次看到一位开着现代的女司机，
开着开着把车停在路边，原来女司机是为了拾捡路边
的几片纸屑，当女司机将纸屑拾起并喂进不远处的垃
圾桶后，她才迎着绿灯驾车而去。

红灯说，现在家乡市民素质的确提升很多。有
一次，他看见一位拄着拐棍的盲爷爷走到斑马线正
欲前行时，心里焦急万分，当时正值它当班，盲人再
不止步，闯红灯不说，还有可能会被过往的车辆剐
蹭，后果不堪设想。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小
学生跑了过来，一把拉住盲爷爷的手叫停了脚步。
好险啊！幸亏小学生及时相助才使这位盲爷爷安
然无恙。

绿灯抢着说，如今咱家乡人人讲文明、懂礼节、守
法纪，它经常看到一些驾驶员礼让那些行动缓慢的老
弱病残孕，还能透过玻璃看到公交车上让位于弱势群
体的感人举止，它还看到环卫工人冒春寒顶烈日手持

扫帚，为城市书写干净卫生的张张画面……
绿灯说家乡的发展日新月异。放眼望去青山绿

水生态环保，农民住房精致漂亮，农家乐格调独特、舒
适优雅，传统教育、道德模范教育及法治宣传以生动
形象的图片由乡村走进城市，绘了一路，美了一村，串
了一整墙，美了一条街。当你一年四季沐浴在青山绿
水中，准保你养眼又养心！去农家看看吧，现如今城
乡差距越来越小，老百姓家里电器齐全，柏油路宽阔
平坦，水泥路走村串户，四通八达，方便快捷。建设美
丽乡村的亮化工程已延伸到村里，这给农村散步的、
跳广场舞的以及偶尔晚归的人驱赶怯意，照亮心房。
家乡的好人好事层出不穷，近年来环保卫士、模范标
兵、工匠先进等不断涌现，他们的好人事迹影响着身
边每一人，带动着一大片，是广德的骄傲，是文明创建
的火种，更是教育下一代的榜样与典范。

红灯说，现在路上几乎没有酒鬼了，以前朝他闯
的大多数是醉酒之人，通过文明创建活动的深入开
展，酒席上的酒成了多余，甚至连啤酒都没人喝，劝酒
的人更少了，他们都知道劝酒会坑人害己，一旦出了
事将里外不是人。

绿灯说，现在也很少看到“烟民”了，他们要为广
德文明创建戒烟。如今家乡地理位置优越，旅游资源
丰富，人文历史积淀深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红绿
灯愿永远为广大市民打开安全通道，记录文明广德的
点点滴滴，为咱们大广德的幸福与安宁贡献出自己毕
生的“绿章”！

爱国：民族精神的核心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

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谁不属于自己的
祖国，那么他也就不属于人类。”中华民族有
着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对祖国的忠诚和热
爱，是每一个公民的起码道德，也是中华民族
最深沉的文化基因。

我们倡导的爱国，就是把个人价值的实
现同推动国家的繁荣发展对接，把人生意义
的提升同增进最广大人民的福祉相连，不断
加深对祖国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认同，不断
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就是让个人梦
想与国家梦想紧密结合，把我们的国家建设
好，把我们的民族发展好。

敬业：职业道德的灵魂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

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正是依靠敬业奉献，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
文明。敬业乐业的民族，必定是令人肃然起
敬的民族；缺乏敬业精神的社会，难免被人诟
病和轻蔑。

我们倡导的敬业，就是要增强事业心和
责任感，追求崇高的职业理想，激发积极进取
的奋斗热情，秉持认真负责的职业态度，锻造
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就是要让敬业成为实
现梦想的动力之源，以那么一股子干劲、拼
劲、闯劲，续写中国奇迹，靠辛勤劳动、诚实劳
动、创造性劳动，开创美好未来。

诚信：公民道德的基石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

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现
代社会不仅是物质丰裕的社会，也应是诚信
有序的社会；市场经济不仅是法治经济，也应
是信用经济。“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失去
诚信，个人就会失去立身之本，社会就失去运
行之轨。

我们倡导的诚信，就是要以诚待人、以信取人，说老实话、
办老实事、做老实人。激发真诚的人格力量，以个人的遵信守
诺，构建言行一致、诚信有序的社会；激活宝贵的无形资产，以
良好的信用关系，营造“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风尚，增强社
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友善：公民德行的光谱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

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显著区别，就
是人与人的交往突破了血缘地域的限制，构建起一个“陌生人
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亲善、互
助、友爱变得尤为珍贵。

我们倡导的友善，是爱心的外化，是与人为善、与物为
善。善待亲人以构建和谐家庭关系，善待他人以构建和谐人
际关系，善待万物以形成和谐自然生态。“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四海之内皆兄弟”，广聚爱心，乐善好施，让世界充满爱，
是友善的理想境界。 （杨阳 整理）

我的家乡是安徽省的一个小县城——广
德。

它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近几年来，我
们广德县城一直在飞速发展，高楼多了，道路
宽阔了，电影院、大书店、大超市纷纷进驻，老
百姓的生活质量越来越高了！

今年，我们又迎来了一件大喜事——广德
县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了！一队队志愿者走
街串户，一批批交警轮班执勤，我们的市场秩
序、交通秩序、文化秩序、市容市貌都大大改善
了。每次周末回家，我都会惊叹这些变化：我
们小小的广德呀，竟可以这样美！

广场小世界，文明大舞台。政府广场、夫
子庙公园、滨河公园，一个个穿花戴绿的文艺
爱好者自编自演广场舞，跳得不亦乐乎。可我
次，我的目光被它吸引了——黑轮胎、黑车把、

黑座椅，绿大杠，一辆辆富有青春活力的“那
这”共享单车！

不要嗔怪我没见过市面，这共享单车我不
是没见过。小时候跟父母去外地玩儿的时候，
大城市里年轻人都喜欢骑，看着他们从身边经
过，我仿佛能感觉到暖暖的微风，正恰到好处
地迎面吹来，那滋味真爽！无奈，我只是个过
客，还没机会体验这种快感呢。没想到，我们
大广德就这样让我“圆梦”了，这可真是让人想
都想不到啊！

下载 app，扫码，开锁，这辆单车归我了
——骑着它，散心去。一种时尚感、愉悦感很
快充斥了全身。不看不知道，一看真吃惊。街
上满是骑共享单车的：去锻炼的叔叔伯伯，逛
街购物的阿姨大妈，跟我一样有好奇心的学
生，喝了酒不能再开车的办事人员，各形各色

的人都有，每个人都像是遇到了喜事，每个人
都有说不出的幸福。结束这次旅程，半个小时
收费一块钱，比坐出租车的划算多了，况且还
有蓝牙定位，既安全又便利。

这个晚上，爸爸的朋友们在酒桌上没谈别
的，就谈这共享单车。我才知道，我们的共享
单车名为“那这”单车，寓意为“从这里到，骑到
那里”，这种慢节奏的生活真好啊，广德也越来
越潮了，大人们脸上的笑意也深深地感染了
我。

我想，在文明城市创建的征程中，我们广
德推行“那这”共享单车，实为呼吁人们更环保
地生活，更健康地生活，我很庆幸我是广德的
一员——小县城也有大文明！

幸临吟诵意浓然，福到东海水也甜。广为家乡添美景，德才兼备育俊
贤。笔者有一本厚厚的剪报册，贴满了来自原《今日广德》报的散文、诗歌和
美术作品。慢慢地我从读者变成了编外记者。如今这一批高素质的专业采
编队伍又被县广播电视台聘用。他们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和乐于奉献的精
神让我感动和敬佩，《幸福广德》报准确而适时的报道，使艺术创作的原本力
量得以放大，使艺术家与生活历史、时代更为贴近。可以说，《幸福广德》从
创刊那天起，为党立言，为人民抒怀、为时代放歌、为广德的经济建设写就一
篇篇华彩乐章。无论是重大主题宣传还是日常生活报道，《幸福广德》报纸
都是社会新闻的排头兵和领航者，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追求创新是广大新闻工作者永不停息的信念，我们在改革路上永不停
步，高唱主旋律，传递正能量。县委提出“工业赶长兴”、“旅游学安吉”，旧城
改造，新农村建设正在翻新除旧貌，我们相信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因
为有幸福在心中，《幸福广德》的前景一定会更加美好。借记者节到来之际，
祝生日快乐！

 

















因为有幸福在心中

——写在第十九个中国记者节来临之际
□ 张家贵

红马甲点亮城市文明创建热情

红绿灯““闪说闪说””广德文明创建
□ 曾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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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县城也有大文明
□ 广德励志中学八（1）班 程辉 指导老师：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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