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明无止境， 求者有恒心。 文明创建之
于株洲，已成为城市执着的精神追求。

“成功蝉联全国文明城市，带来的变化是
明显的，付出的辛劳是值得的，探索的经验是
宝贵的。 创建工作永远在路上， 必须重整行
装再出发， 让株洲这座全国文明城市更具魅
力。 ” 在株洲市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文明城
市推进大会上， 市委书记毛腾飞的话掷地有
声。

如何深化？ 如何升华？
2017年，株洲怀揣着推进文明建设再深

化、上水平、提档次的美好愿望，吹响了“十大
文明行动”的号角，以饱满的热情再赴“文明
之约”。

株洲市委、 市政府提炼出“一切为了群
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惠及群众”的创建理
念，启动了包括文明城管、文明交通、文明旅
游、文明餐桌、文明网络、文明校园、文明家
庭、文明乡村、文明社区、文明单位等在内的
文明创建“十大文明行动”。

同时，株洲坚持行之有效的督查机制、测
评考核机制、市民参与机制和联动机制，是建
立长效机制的本土特色。

今年，株洲市围绕核心词“提升”，重点在
城市管理、窗口服务、交通秩序、食品安全、社
会治安、生态保护等方面下功夫，进一步推进
“厕所革命”， 打造更多富有特色的“建宁驿
站”，持续改造提质一批农贸市场，引导无物

业管理小区业主自治； 推出更多“最多跑一
次”事项，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加大对“不礼让
斑马线”“公共场所吸烟”“上车不排队” 等不
文明行为的曝光处置力度， 让群众从一件件
具体的好事实事上， 真正感受到文明城市创
建带来的变化。

在建设新时代全域化更高水平文明城市
的时代列车上， 株洲把城市和农村的文明提
升工作统筹推进，同频共振。

今年， 株洲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试点为引领， 以推进移风易俗和传承优秀文
化为两翼，全面提升县域文明建设水平。

杜绝大操大办现象、 大力推行生态殡葬
改革、积极创建文明村镇、让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在乡村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一系列
专项整治行动在农村迅速展开。

为了巩固提升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区创建成果， 株洲市还不断完善乡村文化
设施。“欢乐潇湘”、“广场舞大赛”、“中国农民
丰收节”、“我们的节日”等一系列群众性文化
活动的开展， 有力推进乡村文化大发展大繁
荣，提升农村居民思想道德水平，营造崇德向
善、文化活跃、社会和谐、科学健康的文明乡
风。

秋日的新城，文明的踪影随处可见：精心
修剪的花卉绿植，让大街小巷美丽如画，市民
安享幸福生活；红绿灯下，行人驻足等待；临
近人行道，行驶中的车辆速度渐缓，有热心的
司机还会伸出手来，招呼着礼让行人，双目碰
撞微微一笑，如丝丝清风拂过心间……

株洲，正全方位向着“神农福地，文明株
洲”的文明城市迈进，不断放大“国际花园城
市”效应，积极创建全域性更高水平的文明城
市。未来，这座希望之城、奋斗之城、温暖之城
必将更加魅力四射。 (戴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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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创建篇】
9 月 12 日，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夏昭炎载誉归乡，回到株洲市攸县石羊塘镇南田陇高桥，受到热

烈欢迎。 这是株洲获此殊荣的第一人，也是株洲绵绵用力开展文明创建结出的硕果。
70 年光辉岁月，70 载巨变。
株洲从一个 7000 人的小镇，发展成为有 400 多万人的全国文明城市。 文明城市的创建，让这座城市颜值更高，环境更优，文明

风尚更浓，市民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更强，文明，让这座山水洲城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活力。
成为全国文明城市，株洲用了 15 年。
2001 年，株洲提出创建文明城市；2004 年，如愿成为省级文明城市；2008 年，提出更高目标———创建全国文明城市；2011 年，

获得全国文明城市提名资格；2015 年，成为全省唯一一个首次获得提名资格就被正式授牌的全国文明城市；2017 年，株洲以优异成
绩蝉联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2018 年提出创建新时代全域化更高水平文明城市……文明创建，是一场永不停歇的幸福接力。

全国文明城市是城市品牌中含金量最高、
创建难度最大的一个，是反映城市综合水平的
最高荣誉，是最具价值的城市名片。株洲市委、
市政府始终坚持“两手抓”、把建设更高水平文
明城市作为转型升级的新引擎、持之以恒推动
精神文明建设结出的硕果。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惠及
群众”，2018 年，株洲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创建新时代全域化更高
水平文明城市的目标，在全国率先启动“十大
文明行动”和“十大专项整治行动”，从改善民
生入手，从满足市民需求着力，让市民共享发
展成果。

株洲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已实现并轨，基本
建成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全省率先全
域通过教育强县评估验收，公立医院改革被国
务院誉为“医改株洲模式”；城市管理法治化、
市场化、信息化、标准化不断深化，交通畅通、
城市绿荫、旧城提质、碧水蓝天、公共设施配套
等“五大行动”持续推进，湘江株洲段水质保持
Ⅲ类以上，市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
为 100%。 四次捧得“长安杯”，成为全省唯一
连续四次获得全国综治工作最高奖的市州；顺
利通过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市民卫生满意率达
97%；获评全国创业先进城市。

各类教育均衡发展，在全省率先全域通过
教育强县（市区）评估验收，义务教育学校全部

建成合格学校，军民共建深入开展，实现全国
双拥模范城市“六连冠”。

在 2017 年 11 月召开的全国精神文明建
设表彰大会上， 株洲市不仅蝉联全国文明城
市，还有芦淞区白关镇等 6 个村镇获评全国文
明村镇，荷塘区月塘街道袁家湾社区等 5 家单
位获评全国文明单位，株洲市第二中学等两所
学校获评全国文明校园。

70 年来，株洲的文明程度不断提升，株洲
的经济总量不断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从
1952 年的 1.33 亿元到 1978 年的 13.49 亿元
再到 2018 年的 2631.54 亿元， 人均 GDP、人
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等多项指标稳居全省前
列，成为国务院表彰的全国 20 个“稳增长”先
进地市之一。

伴随经济的发展，株洲民生改善力度也空
前加大。 据统计，株洲用于民生领域的支出比
例逐年增高，2018 年已达 346.9 亿元，占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比重 77.9%。

株洲市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作为群众性
精神文明建设的龙头， 作为推进城市转型升
级、提升城市品质的重大举措和建设幸福株洲
的重要载体， 大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厚植崇德向善的土壤， 城市颜值更高品质更
好，城乡发展更协调，文明的社会风尚更浓厚，
广大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强……
文明的力量正持续浸润着每个株洲人的心田。

文 明 ， 是温暖百万群众的民生情怀
无论是晨曦初露，还是华灯初上，漫步在

这座城市的小道上，不经意间，你就能与文明
不期而遇：宽敞整洁的广场、绿树掩映的公园、
美丽的湘江风光带、彬彬有礼的市民……

群众满意才是文明城市创建最好的答卷。
近年来，株洲紧扣“创建为民、创建利民、创建
惠民”的根本宗旨，不断强化人本理念，丰富文
明内涵，彰显民生情怀，把文明创建的“大道
理”落到“小利益”上，推出一批人民群众看得
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实事工程，让老百姓在
全面升级的教育、医疗、文化、体育、养老等公
共服务中感受这座城市的温暖。

围绕这一创建目标，株洲文明创建工作以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围绕
提升市民“幸福感”这一核心内涵，不断打造文
明城市的升级版。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剑锋直指暴露的短
板———城市基础设施“老旧破损”问题。

小区环境不佳，群众感受最直接；基础设
施老旧破损，群众反映强烈，株洲全市不遗余
力投入财力人力，逐个解决群众诉求……城市
管网、道路标示、路面破损，一个又一个被列入
整治计划。改造提升老旧小区、道路基础设施，
规划新增停车场、停车位……涉及交通、文化、
“厕所革命” 等一项又一项治理工作在有条不
紊地进行。

改变，百姓真真切切地看得见。
———实施城市交通畅通三年行动计划。现

已完成项目 304 个，在建设项目 124 个，累计
完成投资 323.27亿元。新建道路 186.98公里，
提质改造道路 60.47公里。

———加快基层文化供给。 不断推动公共文
化资源向乡村倾斜， 建成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
心示范点 40多个、门前小广场 200个、乡村文
化墙 120多个， 每年完成公益演出 800多场，
免费放映公益电影 9561场。

———大力推动“厕所革命”。 新建公共厕所
180多座，提质改造 200座，免费开放 200座。

———加快老旧小区改造步伐。提质改造老
旧小区 28 个， 全面启动 5 个农贸市场的提质
改造。

———加强交通秩序管理。 新建停车泊位
3400 多个，“礼让斑马线” 实现率达到 85%以
上。

———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推出 1181项
事项，在群众最渴望解决、最难办的事情上再加
力、再提速，全力打造“放管服”改革升级版。

株洲市把培育城市的灵魂置于战略的高
度，株洲的精神文明建设全域开花。 一个充满
凝聚力、竞争力、人文魅力、发展活力和辐射力
的城市正在形成，一个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
谐宜居、人民满意的文明株洲正款款而来。

文 明 ， 是融入广大市民的道德基因

株洲形胜，古称建宁，从时光深处走来，
已有千余载的历史。 火车拉来各地的货物，
更拉来文明与繁华，与株洲原有的文化底蕴
揉合，造就独一无二的动力城市。

在这样的城市，城市文明的关键是市民
的文明。 市民文明多一分，城市形象美十分。
从 2001 年开始，“创文”这个词，渐渐地闯入
株洲市民的视野。 文明，已成为株洲广大市
民矢志不渝的坚守。

今年，一支由商铺老板、青少年及热心
市民组成的 30 多人的“市容执法体验组”，
和城管队员一同上街巡查、清理“牛皮癣”、
劝阻占道经营箸为，体验城管执法。 体验几
个小时后，他们加深了对城管日常工作的认
识，不少市民开始反思自己日常的一些违规
行为。 市民李先生说：“执法队员工作艰难，
以后会多支持城管工作。 ”

从了解，到熟知，再到参与，这只是株洲
市创新文明城市管理的一个缩影。

去年 7 月 15 日，“中国好人” 李革命驾
着小木船，在湘江中救起一名落水者；去年 8

月 16 日晚上 7 时，湘江边一名野泳者遇险，
李革命及时出现，将人救了上来；去年 9 月
16日下午 5时 30分，李革命得到消息，有人
被困在航道中，他立即驾驶小船搜寻，在航
道中发现一名女子，在附近游泳的爱心人士
配合下，将女子救了上来。

近年，在“小英雄”戴碧蓉的家乡株洲，已
先后有 60人荣登“中国好人榜”。 杨颖、肖雅
清、易冉 3 人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刘朝
华、龙秋华、潘尧生、何遥等 11 人获省级道
德模范称号，醴陵市的刘天健家庭被评为全
国文明家庭。

哪里有需要， 哪里就有志愿服务。 如今
的株洲，处处都是学雷锋的窗口。

目前， 株洲全市有志愿者组织 1000 多
个，注册志愿者 54 万人，城区 179 个社区都
设立了志愿服务工作站，医院、公园、车站等
主要窗口单位设立志愿服务站点 900 多个，
学校建立志愿服务站点 300 多个， 图书馆、
文化馆、 博物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建立志愿服
务站 41 个。 随处可见的志愿服务已成为株
洲大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00 多所“道德讲堂”遍布城乡，定期开
讲，通过“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人讲自己事、
身边事教身边人”这一形式，传播“雷锋精神”
和爱的力量。

在城乡公共场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讲文明树新风”和“中国梦”等内容的公益广
告 3000多处、 遵德守礼提示牌 5000 多块。
公益广告既扮靓了城市， 让市民在耳濡目染
中感受到文明道德的力量。

在今天的株洲， 人们的内心多了一份坚
守，文明已然成为一种行为习惯，拾金不昧、
公交车上让座、 随手拾起脚下垃圾的行为随
处可见， 文明基因深深渗入每一个市民的血
液之中。

文 明 ， 是引领整个社会的奋进号角

文明，让株洲更美好
———来自株洲·中国动力谷的系列报道之二

文 明 ， 是走在希望征程的执着坚守

“精 神 的 火
炬榜样的力
量 ”———道
德模范表彰
大会。

� 文明花开 ，好
人 云 集———第 七
届全国道 德 模范
夏昭炎为农 村儿
童辅导文化。

2019 湘江毅行启动现场。

“我和我的祖国·向国旗敬礼”活动。

文 明 交
通 行 动———
爱心斑马线。

株洲市公益电影展映月启动,万张
影券赠市民，千场影片惠城乡。

（本版图片由株洲市文明办提供）

2019 年 3 月
5 日，学雷锋志愿
服务活动现场。

自去年 9 月起，株洲大力
开展城区“厕所革命”，计划用
两年时间新建 200 座 、 改造
200 座、开放 200 座公厕，打造
具有株洲特色的“建宁驿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