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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文明城市最终目的，就是提升群
众幸福指数、生活品质，满足群众需求，让
群众共享城市发展成果。 郴州市通过完善
城市基础设施，提升市民文明素质，这座
城市变得更加的宜居宜人，生活在这座城
市的人们更加的幸福。

家住郴州市北湖区北湖街道协作路
的雷太太是一位家庭主妇，她每天都要上
街买菜，对农贸市场的环境卫生最有发言
权。

“过去农贸市场排水不畅，加上一些
水产经营户乱泼乱倒，即使大晴天，市场
内也是湿漉漉的。 ”雷太太说，她只好穿着
套鞋去买菜，心情很不爽。

2016 年， 郴州引进专业化保洁公司
对农贸市场进行管理，清洁人员用机器烘
干地面。 市场服务中心对市场内的排水沟
进行了加深拓宽，并覆盖盖板，有的还进
行了截弯取直处理。 一些市场活禽交易
区，还进行了“仓储、宰杀、售卖”三隔离，
安装了排风系统。

随着农贸市场硬件设施的完善，经营
的小商贩也讲究卫生了，他们不再乱泼脏
水、乱倒垃圾。 现在，郴州的农贸市场干净
整洁，天晴时雷太太穿着布鞋开开心心地
去买菜，从活禽交易区经过时她再不用掩
鼻而去。

熟知的人就知道，这座城市变了的不
仅仅是农贸市场一隅，还有这里的休闲场
地、生态环境等。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郴江河畔的苏
仙福地广场渐渐热闹起来。 该广场面积

约 30 亩，绿地率达 50%以上，并进行了
全面亮化、美化。 昔日杂乱的店铺摊点，
变成绿树成荫、宽敞干净的福地广场，让
郴州市民又多了一处休闲、娱乐、健身的
好去处。

皎洁的月光洒满苏仙福地广场，清新
的空气从郴江河徐徐吹来。 老年人伴随着
优美的旋律翩翩起舞，年轻人在花坛下窃
窃私语， 小孩子们拉着大人的手漫步，幸
福弥漫整个广场。

晚上 9 时许，人群渐次散去，苏仙福
地广场树影婆娑，恢复宁静，一阵阵桂花
的清香从广场飘散开来。

近年来，郴州沿郴江河、西河共建成
广场、游园、公园 100 多个。 经过治理，过
去的“臭水河”变成了风光带，郴州人生活
在“开窗见绿色，出门进游园”的生态园林
城市里。

青山绿水、清新空气，在一些地方还
被视为“奢侈品”，而在郴州已成为人们的

“日用品”。 2015 年由新浪网等网络媒体
发布的中国内地城市“氧吧”50 强，郴州是
湖南唯一入选的城市。

据介绍，目前，郴州城市绿化覆盖率、
绿地率分别达 42.4%、40.2%，人均公共绿
地面积 10.24 平方米，全市森林覆盖率达
67.7%。

城市品质不断提升，郴州人民的幸福
指数也在节节攀升。 据介绍，在中国城市
竞争力研究会公布的 2015 年中国最具幸
福感城市排行榜上，入选城市 30 个，郴州
是全省唯一。

白培生 李秉钧 颜石敦

世界上有一种花，只在洁净、充满爱、

充满和谐的地方开放，它便是文明之花。

自 2009 年以来， 郴州市以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为契机，全力推进城市文明进程。

郴州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易鹏飞

坦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目标，但不是目

的，他们目的是为了人民幸福，为了城市提

质，为了郴州发展。

金秋 10 月，我们走进郴州，发现城市

干净整洁，交通秩序井然，公交车上让座成

风……蓦然回首，郴州几年的辛勤付出，市

民文明素质、 城市文明程度、 城市文化品

位、群众生活质量大幅提升，文明之花在这

座城市悄然绽放！

满城绽放文明花
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 人们居住

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
为了让郴州人生活得更好，该市加大城

区道路、背街小巷、居民小区、农贸市场、郴
江河和西河等改造力度，进一步完善城市基
础设施，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和城市品质。

驱车行驶在郴州市区青年大道， 这条
高层次、高标准的沥青路让人赏心悦目，路
边人行道树木枝繁叶茂，路中隔离带乔木、
灌木、草皮、竹篱高低错落有致，红花绿叶
层次分明。

在郴州， 像青年大道这样的林荫路比
比皆是。 我们了解到，近几年，该市共投入
约 170 亿元，对 110 多条主次干道、地下
管网进行了改造。

如果说主干道是城市的“面子”，那么
背街小巷、城中村则是城市的“里子”，郴州
重“面子”更重“里子”。

9 月 25 日，家住郴州市北湖区下湄桥
街道福泉社区的刘爱莲大娘， 看着家门前
改造一新的小巷，心里喜滋滋的。

刘大娘家门前的小巷是一条背街小
巷,以前路面坑坑洼洼,也没有路灯。 今年,
北湖区有关部门筹资对这条小巷进行了提
质改造,路面铺上了沥青,疏通了地下排水
沟,路旁还装了路灯、种了花草。

郴州的相关同志告诉我们， 近年市里
共投入 12 亿元， 对城区 280 多条背街小
巷、124 个城中村等进行了改造。

农贸市场是城市之窗， 于细微处展示
着一个城市的形象，它与广大市民的生产、

生活息息相关。随着社会的发展，分布在城
区各处的农贸市场， 大多数由于设计标准
落后、配套设施不全等，给沿街单位和市民
生活造成诸多不便。

为此，郴州市投入 6000 多万元，对城
区 34 个农贸市场进行标准化建设， 面貌
焕然一新。

“城市发展三分建七分管”，郴州市加
强交通、农贸市场、“六小”门店等整治，让
百姓充分感受到城市管理务实创新带来的
变化。

今年，该市投资 1000 多万元，对 14
个交通路口安装监控系统，实现了城区 36
个主要交通路口实时监控全覆盖。 通过持
续开展客运市场秩序、 道路交通“治超治
限”“限摩规电”专项整治，文明出行、绿色
出行深入人心。

同时，郴州组建市场管理服务办公室，
公开招标购买服务， 对市场进行严格监督
监管。创新实行“商务指导、窗口管理、业主
配合、保洁外包、综合执法”的市场管理机
制，过去农贸市场超门面经营、占用消防通
道、环境脏乱差等情况，得到彻底改善。

此外，该市有关部门现场指导、登门服
务、简化办证程序，引导“六小”门店合法诚
信经营。

“道路宽敞了，卫生干净了，路灯亮堂
了，绿化漂亮了，管理规范了……”今年 7
月 7 日， 退休市民颜楚凡看到自己居住了
几十年的家园越来越美， 激动地给郴州市
委、市政府写去“点赞信”。

建设文明城市，提升市民素质是关键。
郴州市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示范点，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
家庭”、学雷锋志愿服务等活动，高度重视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全面提升市民素质。

郴州市文明办的同志介绍， 他们已建
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庭院、 主题社
区、主题村庄等 70 余个，并建设了 20 公
里长的“郴江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
风光带”。

全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在我
家” 主题实践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 今年
来，累计组织举办家庭故事分享会、好家风
家训朗诵会 200 余场。

志愿者是推进城市文明的生力军。 每
天， 郴州城区主要交通路口都有身穿红马
甲的志愿服务者在开展文明交通劝导工
作，“礼让斑马线”成为一道靓丽风景。

郴州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冯海燕告
诉我们，目前，全市有文明交通劝导等各类
志愿者服务组织 900 多个， 注册志愿者
78.3 万余人。 设立学雷锋志愿服务岗 800
多处， 为 8000 余名优秀志愿者购买公益
保险。

人人争做好市民，郴州志愿服务蔚然成
风。 其中，志愿者首嫣嫣、陈新华被评为“全
国最美志愿者”， 该市北湖区人民路街道文
化路社区获评“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

“失独母亲”首嫣嫣失独不失爱，她倡
导成立了郴州市苏仙区义工协会， 把所有
精力投身到社区工作中，聚集社会大爱，给
无数人送去温暖。

首嫣嫣把自己的义工编号定为“1
号”。 她说：“1 号是一种责任和担当，我要
用自己的行动，带动大家投身志愿服务。 ”
受首嫣嫣感染， 她的 1 个小叔子、3 个妹
妹、1 个妹夫和 2 个外甥女先后加入义工
队伍。

据了解，这些年来，首嫣嫣带领义工团
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770多场次，筹集爱心
款物 260多万元，服务群众 2.3万多人次。

一位志愿者带动一群志愿者， 陈新华
的事迹在郴州市北湖区广为传诵。 他从
1995 年开始从事志愿者服务，先后参与创
办了雷锋之家工作站、 刘真茂环保志愿服
务团等，发展注册志愿者 3600 人。 为了让
自己的志愿服务更加专业， 陈新华还考取
了律师资格证。

“在志愿者服务这条路上已经走了 22
年，铁了心要走到底。”陈新华说，他的最大
心愿就是通过志愿服务，让别人过得更好。

青少年是国家未来的建设者，管理者，
乃至领导者，“青少年强则国家强， 青少年
兴则民族兴”。

为此，郴州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学校、
家庭、社会“三结合”教育网络，全市建成乡
村学校少年宫 159 所、 城市学校少年宫 4
所，并设立了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指挥中心，
建立了 95 个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 一批批美德少年
在郴州大地茁壮成长。其中，出生苦难家庭
却又勤奋好学的罗舒琪同学， 被推选为中
国少年先锋队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全国美德少年”。

文明郴州在路上

2009 年 4 月，郴州作出了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国
家园林城市、全国文明城市的重大决策部署。

2010 年成功创建省级文明城市。

2010-2011 年度荣获中国最佳管理城市。

2013 年荣获国家园林城市、国家交通管理模范城市。

2014 年荣获国家卫生城市、国家森林模范城市。

2015 年获得“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同时，跻身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中国内地城市“氧吧”50 强。

2016 年荣获中国百强城市。

李川 颜石敦

“邓书记，小区现在干净、舒适，你们为百
姓办了件大实事。 ”9 月 21 日，郴州市苏仙区
王仙岭街道上白水社区党支部书记邓贤卫，看
着上白水小区居民发来的短信欣慰不已：“有
政府的支持、群众的理解，再‘难啃的骨头’也
能啃下，再苦再累也值得。 ”

建设幸福文明新家园， 上白水小区是白
水社区“难啃的骨头”。 该小区建于 2012 年，
用于安置因城东新区建设拆迁的上白水社区
361 户居民。 几年来，由于基础设施不完善，
加上部分居民保留了农村圈地种菜、 圈养鸡
鸭的习惯，小区污水横流、垃圾成堆 ，问题重
重。

“糟糕的环境卫生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
量， 也给前来走亲戚的客人留下不好的印象。
幸好，在政府的努力下，一切都改变了。 ”社区
居民邓艳说。

“改变”源自市、区、街道、社区四级共同努
力。今年 6 月，市相关部门的同志到小区调研，
现场交办整改工作。

6 月 21 日，王仙岭街道办事处、上白水社

区、市城投公司联合成立上白水小区综合改建
项目部。 6 月 22 日，综合改建项目启动。 目前，
综合改建项目全部完成，小区基础设施、环境
卫生极大改善，彻底改变了“脏乱差”旧貌。

走进改建后的上白水小区， 映入眼帘的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手工绘画墙。 从大门拾阶
而上，占地 4000 平方米的生态广场，点缀着栾
树、樱桃，各种文体设施齐全。 一条藤本植物走
廊分外抢眼。 居民房前屋后的散水坡、空坪、巷
道全部进行了绿化，家家户户门口新建了花池，
种着桂花树。

过去上白水小区因为缺少停车位，车辆乱
停乱放现象严重， 现在新建了 5 个生态停车
场，车辆摆放整齐有序。

不仅如此， 上白水小区还进行了道路、排
污管网建设，硬化道路 4000 米，改建暗沟 8000
米。 并新增了 20 台垃圾斗车，安装治安监控探
头 80 个，拆除各种违章建筑 1000 平方米。 小
区内的环境卫生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基础设施完善了，环境美了，更难能可贵
的是居民的文明素质提升了。上白水小区居民
首回军乐呵呵地说，从过去的“脏乱差”小区变
成现在的标杆小区，再不讲卫生就丢丑了。

颜石敦

9 月 20 日早上，家住郴州市北湖区五
岭大道的谭先生，像往常一样乘坐公交车
到单位上班。

宽阔、平整的柏油路，经过环卫工人
的打扫、清洗后亮丽如新。 马路两边高楼
鳞次栉比、立面新颖，人行道旁树木葱茏、
花团锦簇，湛蓝湛蓝的天空上风轻云淡。

“以前乘坐的是柴油或汽油公交车，排
放的尾气十分刺鼻，污染很大。 ”谭先生说：
“现在乘坐的新能源公交车宽敞、 明亮、环
保，还可欣赏窗外的风景。 ”

坐上舒适新能源公交车的谭先生或
许不知道，为推行绿色出行，近年来，郴州
市共购置新能源公交车 1300 多台， 其中
市城区投入 550 台， 绿色公交比率已达
68%。

不仅如此，郴州市还成功引进了国内
动力电池龙头企业深圳沃特玛集团，投资
24 亿元在该市苏仙区工业集中区建设智
能产业园及分公司，进一步加快新能源汽
车推广应用。

谭先生说，更让他高兴的是经过严厉
打击，公交车上的扒手几乎没了，乘客们
相互礼让的多了。

“的确，曾经一段时期，公交车上的扒
手特别活跃。 ”郴州公交车司机刘国旺说，
几年前，一名女乘客在他驾驶的公交车上
被窃现金 2 万元。

刘国旺断定 4 名准备下车的男子就是
扒手，于是上前阻拦。 4 名男子见状立即逃
跑，刘国旺不惧威胁死死追赶，最终抓住了
其中两人，为女乘客追回了财产损失。

2014 年，刘国旺被授予“全国十大见
义勇为”英雄司机。

“扒手销声匿迹，想要见义勇为也没
机会！ ”刘国旺打趣道，现在他和同事们都
争做“最美公交车司机”，大家比不违章、
不违纪、不违法，比不抽烟、不喝酒、不嚼
槟榔 ，比爱车例保 、干净整洁 ，比助人为
乐、拾金不昧、关照老弱病残孕乘客。

刘国旺说，坐车的环境好了，乘客们
文明素质明显提升。 年轻人给老人让座的
多了，小学生都会把吃过的零食袋子放入
车内垃圾箱，上下车大家不再争先恐后。

公交车里看变化 上白水小区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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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北湖区志愿者在燕泉路路口开展文明交通劝导。 谢丽萍 摄

郴州市北湖区改造后的五里堆农贸市场。 罗玉霞 摄

西河风光带。 郭立亮 摄

郴州北湖公园。 郭立亮 摄 五岭广场。 郭立亮 摄

“天赐华夏，别样郴州。 ”郴州古称“林邑”，意
为林中之城，它“北瞻衡岳之秀，南峙五岭之冲”，
素有“天下第十八福地”之称。 近年来，郴州依山建
园、依河建湖，先后对郴江河、同心河、燕泉河、东
河、西河进行了提质改造，精心打造了“十山十湖
十河”风光带，铸造城市新品质，一幅“山上绿屏、
水岸绿网、道路绿荫、城乡绿景”的美丽画卷徐徐
展开。 （颜石敦）

近年来， 郴州市深入开展“大爱林邑·最美郴
州”“学好人、做好人、创好人之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主题实践活动。 今年，还启动了“好人之城”建
设，建立“礼遇帮扶好人典型”关爱机制，进一步营
造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 礼遇帮扶好人，好人层出
不穷。 目前，该市有 70多人入选“中国好人”“湖南
好人”，雷冬竹、刘真茂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马恭
志、曾宪国获得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颜石敦）

郴州是连接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重要纽带，我
省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自秦置县始已有 2200多
年历史，这座城市给后人留下了湘粤骡马古道、《爱莲
说》、裕后街等大批历史文化遗存。为擦亮一张张历史
文化名片，建设文化厚重的城市，郴州市加大保护开
发力度。投入 7亿多元，修缮了裕后街，把一个充满湘
南风情、商埠文化和人居文化的千年商业重镇呈现在
世人面前，还建设了爱莲广场、恢复了湘粤骡马古道
生态等。 （颜石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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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江河。 黄建华 摄

裕后街。 廖腾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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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崇德向善的城市

一座文化厚重的城市

一座和谐宜居的城市

创建“好人之城”启动仪式。 （资料图片）

· 郴州文明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