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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Observe
观察

（一）

公元前四世纪，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
多德说： “人们居住在城市， 是为了生活
得更好。”

现在， 历史的目光定格在中国中部。
经历了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的“黄金十年”，
长沙变化日新月异， 但快速奔跑后的“城
市病” 也开始显露：

公共服务设施落后， 中心城区交通拥
堵， 背街小巷又脏又乱， 城乡结合部乱搭
乱建……经年累月，“病症”渐重。

长沙市要进一步增强省会意识、 责任
意识、 龙头意识， 积极担当先行者使命，
切实展示排头兵风采， 为实现中国梦的湖
南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2013年5月9
日， 湖南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
守盛在长沙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饱含深
情， 充满期待。

省委书记的殷殷嘱托， 市民百姓的真
切渴盼， 发出新时期的集结令， 吹响大时
代的冲锋号！

集结， 以什么姿态集结？ 冲锋， 目标
和方向又在哪里？

2013年5月23日， 省委常委、 长沙市
委书记易炼红主持召开市委常委 （扩大）
会议， 讨论研究“六个走在前列” 大竞赛
活动和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是环境工程、 文明
工程、 发展工程和民生工程， 是加强社会
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基础工作， 还是促进经
济发展、 改善民生的现实要求。

将心注入， 工作从城市的脸上做起，
一直做进人的心里！

以提升城市品位， 营造干净整洁、 安
全有序、 文明和谐的城市环境为目标， 全
市上下统一思想， 层层推进， 迅速掀起整
治高潮。

将心注入， 众志成城！
这些年， 地铁、 过江隧道、 轻轨、 商

业网点和住宅楼的建设如火如荼， 垃圾和
灰尘也随之伴生。 长沙为此全天候进入大
扫除状态， 渣土管理部门更是严把源头
关， 全国首推工地全自动洗车平台作业，
并为合法渣土车统一“文身”， 定制安装
新式门徽。

与此同时， 多部门联手打击非法营
运， 并实施路网优化改造， 盘活道路资
源， 缓解城区拥堵。 交警部门将路面一线

的警力用到极致， 通过对城区主要干道、
重要节点实行可视化、 数字化勤务指挥，
实现及时预警、 快速处警、 有效排堵。 在
高清电视监控和“电子警察” 帮助下， 摩
托车闯禁、 机动车随意变道等乱象得到有
效治理。

城乡结合部的各类违法建筑物、 违章
广告和不规范门店招牌被拆除。 到处都在
取缔扰民马路市场， 查处占道经营， 清除
裸露垃圾， 规范门店招牌， 绿化道路沿
线， 一派热火朝天景象！

（二）

雨花区红星村冯家冲有一栋违章建
筑， 租给附近家具城老板作仓库， 一年租
金近百万元， 入股村民人均15000元。 拆
违通知下达后， 村民们情绪非常大。 工作
人员始终笑脸相迎， 换位思考， 以诚待
人， 最终得到支持和配合。 完成任务后，
城管队员张欢深刻认识到， 将心注入， 心
可换心！

“决不让生命再因井盖而陨落！” 两
年以前， 21岁女孩杨丽君不慎落入下水道
殒命。 这是长沙的伤痛记忆， 也引起了这
个城市的空前重视。 只有将心注入， 才会
爱人如己。 芙蓉区市政局的库房常年备有
十余种不同型号、规格的井盖。只要有井盖
问题的反映，2小时内必修补到位。一款“大
禹”排水综合管理系统正在加紧研发，这将
推动地下管网数字化和常态化管理。

今年1月20日晚， 网友曼薇的爱车被
无良车主堵住， 抱着“试试看” 的心态拨
打122， 两名长沙交警几分钟后就出现在
她身边， 很快解决了问题。 像曼薇这样，
得到公务部门及时援助的市民有很多。 感
动之下， 不少人主动站出来维护城市形
象。

将心注入， 一呼百应， 从者云集。 在
望城， 2.2万城管志愿者和政府部门一道
扮靓城市。 “人人是城市管理对象， 个个
是城市管理主体”， 上万“红袖章” 参与
城市管理。

“有困难，找城管！”“有问题，找交警！”
“有麻烦，找我们！ ”干部作风就是城市品
质。 将心注入，作风大改观，催生出一批敢
作敢为、实心谋事的“狮子型”干部。

推行网格化管理， 疏堵结合， 标本兼
治， 这座城市走上一条以共建共享为原
则、 机制创新为动力、 集中整治为抓手、

长效管理为保障的环境综合整治之路。

（三）

将心注入， 必建新功！
今年3月10日， 周一。 19时许， 听过

岳麓书院一场学术讲座， 湖南生物机电职
业技术学院的刘老师驱车回城东。 从桃子
湖附近到陈家湖， 只用了十来分钟时间。

“这怎么可能？” 刘女士为如此通畅
的交通瞪大了双眼， 在银盆岭大桥等红灯
时， 还以为走错了道。

每到交通高峰期， 主要道口的交警越
来越多， 车行也越来越快捷。

当然， 一时无阻， 不代表刻刻通畅。
长沙市委副书记、 市长胡衡华说得很明
白， 堵车近期看是交通问题， 长远看是城
市功能问题。

的确如此。 街道干净了， 社区整洁
了， 夜宵摊点扰民减少了， 违章建筑拆除
了， 交通也比以往畅通———市民们最关心
的是， 这日子能够维系多久？ 会不会行动
一过， 又什么都打回了原形？ 表面光鲜终
是过眼烟云， 保持常态才是一方百姓的真
正福祉。

解决城市功能问题， 更需要将心注
入， 科学规划， 建立长效机制。 以环境综
合整治为契机， 长沙正全面推动城市管理
转型———由单兵作战转向部门联动、 由政
府管理转向公共治理、 由传统管理转向现
代管理、 由突击管理转向长效管理。

“增强打持久战、 建长效机制的意
识， 抓重点、 攻难点、 造靓点、 通节点，
让整治后的环境经得起细看、 经得起群众
检验， 形成群防群管、 共建共享的良好局
面！” 此话， 已成为共识。

面对已有的成绩， 易炼红并不满足。
他在第30期整治工作 《简报》 上批示：

“百日整治， 成效明显； 万里长征， 迈开
一步； 任重道远， 贵在坚持； 构建常态，
永不止步。”

用国际视野谋划， 用创新意识审视，
用人文理念考量。 在这样的格局下， 再造
城市环境， 提质城市功能。

是的， 一切远未结束， 一切才刚刚开
始！ 因为， 这座城市对幸福的追求永不止
步。

将心注入， 美好无处不在， 一切皆有
可能。

将心注入！ 一座城市的抉择！

将心注入一座城
———长沙城市环境综合整治速写

三湘都市报记者 李治 本报记者 王文隆

如果时间足够久， 空间足够大， 如果洞悉事物
背后的玄机， 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很公平。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这是真正的法则。
没有春天的辛勤播种， 就没有金秋的累累硕果。
将心注入一座城， 必将收获一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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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云武

转作风要转在实处， 实处在哪里？
实处在岗位。 作为干部队伍的一员， 每

个人都有各自的职责范围。 把职责范围的事
按质 、 按量 、 按时完成好了 ， 才叫尽职尽
责 。 马马虎虎达不到质 ， 偷工减料达不到
量， 拖拖拉拉达不到时， 均是作风问题。 作
风不实， 岗位失职。 长沙市抓干部队伍作风
转变， 选取市民反映最强烈、 与群众生活最
贴近的城区市容市貌、 交通秩序治理等 “四
项治理” 作为突破口， 把转变作风与工作实
际、 与群众所需所盼紧密结合起来， 使转作
风落到了实处， 收到了实效。 作风转没转，
转的成效大不大， 看一看城市环境， 看一看
交通秩序， 一目了然。 这是从岗位职责上抓
作风转变的生动事例。

实处在基层。 干部下基层，从来就没有放
松过要求。 但为什么还要在转作风中再次作

为重点要求呢？ 一是说明下基层非常重要；二
是可能以往的下基层水分较多，“干货”较少，
还有一定的充实空间。 3月23日笔者在采访中
了解到：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相关民警，局领
导带头，到基层派出所顶岗，或所长、或窗口
民警、或一线巡警，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这种
下基层，就是“干货”式的下基层，亲身体验和
锻炼式的下基层， 切实帮基层和群众解决实
际问题的下基层， 因而是值得赞扬和推广的
下基层。 当然， 下基层并非一定要以这种形
式。 但下基层就要了解一些真实情况，有所体
会、有所锻炼、有所收获，哪怕解决一件具体
问题，才是作风实的表现。

实处在心里。 只有心里装着国家利益 ，
装着政府形象， 装着岗位职责， 装着基层困
难， 装着群众疾苦， 才能体现出踏石留印、
抓铁有痕的作风。 踏石留印、 抓铁有痕， 是
要有相当力度和能量的 。 对党和人民的事
业， 对生活和工作的地方， 对周围人民群众
没有深厚的感情， 哪来这样的力度和能量？

让转作风落到实处
潭州随笔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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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城 区 金
山桥街道桐林
坳社区银孔围
组 ， 花开似锦
的街道和村民
自制的 “垃圾
分类竹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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