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车辆礼让行人过斑马线。 常德市文明办供图

援助之手在常德随处可见。
常德市文明办供图

武陵区志愿者向过往行人发放小国旗。 武陵区委宣传部供图

夏日傍晚，市民在武陵阁步行城乘凉，秩序井然。 武陵区委宣传部供图

常德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落小落细。 图为大雅音乐学校旗舰
校区学生合唱《我和我的祖国》，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 夏雯 摄

2019年10月10日 星期四
版式编辑 冉 明 05

周勇军 姜鸿丽 于伟伟

金秋时节，常德街头层林尽染，色彩缤纷。透过或红或黄
树叶俯瞰，青黑色的道路干净整洁，标识清晰，市民穿过斑马
线，机动车礼让。

十字路口，身着红马甲、头戴小红帽的志愿者挥舞手中
的旗帜，引导市民规范通行；夜色中，他们又穿过大街小巷，
守护着一方平安。

水波微漾，细沙绵绵的柳叶湖沙滩公园，父母陪伴着
孩子玩耍尽兴了，把垃圾扔进了垃圾桶，排队冲洗了满脚
的细沙，留下一片整洁的沙滩。

国庆期间， 常德市城区武陵阁步行城接连上演两场快
闪，3000 多市民沉醉在激情澎湃的音乐之中， 快闪结束
后，地面没有一点垃圾。

……
这一幕幕日常举手投足间的生活细节， 是常德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提升社
会文明程度，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
开展群众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和志愿服务活动而折射出的
社会文明。 常德在城市发展中，追求颜值与气质并重，不
断攀登文明的高峰，塑造文明的城市灵魂，透过丰富的文
明积淀，提升了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和内在吸引力，推动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为“开放强市、产
业立市”战略提供了丰厚的精神力量和道德支撑。

每天清早，常德市城区紫桥小学旁边的
200米巷道上，摆满了卖菜的摊位，居民熙熙
攘攘穿梭于市，好不热闹。 临近上午 9时，摊
主又收拾好摊位，迅速撤离，保洁人员把街
面清扫得干干净净，还道于民。

“以前我们为了抢一个摊位，凌晨两三时
就要起床，还经常和别人吵架。 现在这种灵活
早市摊位固定，时间固定，我每天 6时来摆摊
卖豆腐干就可以了，秩序也好多了。 ”今年 44
岁的刘志凤， 说起常德市武陵区城管局设立
的“灵活早市”，流露出满满的获得感。

为了改变无序摆摊、 占道经营带来的
环境和秩序等问题， 常德市武陵区城管局
选取了一条较为宽阔而又较少影响通行的
巷道，开辟成“灵活早市”，早 6 时到 9 时为
经营时间。 灵活早市培养了规矩意识，没有
商贩之间的摊位争抢， 也没有了城管与商
贩猫捉老鼠式的追逐与驱赶， 一切都变得
和谐而有序。

常德虽然不是大城市， 城市却没有栏

杆，人行道上，车让人，人让车；灵活早市和谐
而有序，公共场所鲜见乱丢乱扔垃圾、整洁
干净，这些行动自觉和规矩意识是如何形成
的？

“常德的栏杆不在路上，在人们的心里。”
近年来， 常德以人为中心展开文明创建，在
市容市貌和城市管理方面，以人民满意为出
发点有效治理，给市民带来了获得感，也让
文明的栅栏在市民的心里。 面对车流量大，
人们过马路通行难， 交通事故易发的难题，
常德市大力倡导礼让斑马线，志愿者在交通
路口劝导文明出行。 今年 1 至 8 月，常德斑
马线发生的交通事故同比下降 11.3%； 不文
明养犬深深地困扰着市民， 遛狗不牵绳、随
地大小便等现象时有发生，常德倡导文明养
犬，牵绳遛狗，在公共区域设置宠物粪便清
理箱；针对违规赈酒、大操大办的现象，常德
以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为突破口，深
入推进移风易俗， 积极培育健康的社会风
尚，获得百姓的交口称赞。

常德以培育文明为出发点， 从细微处入
手，像打扮家一样精致打扮城市，让老百姓有
舒适感和获得感。特别是“城市家具”的选择，
从市民的需求出发，做了大量的“功课”，让市
民暖心、 舒心。 停车难问题困扰着市民的出
行，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常德在商业中心区新
建 3 个大型停车场， 增加 800 多个停车位；
在人行道上设置休息座椅， 还就座椅朝向模
拟实验，最终选定面朝车行道，让市民边休息
边欣赏变化中的新常德。“精装修”的城市让
市民倍加爱护和珍惜， 每位市民都争做城市
的主人。 今年 6月， 常德市民周先生发现红
旗路树根网发生松动和脱落， 及时反映给分
管市领导和相关部门。第二天，脱落的树根网
就修复好了，并反馈给市民周先生。

现在， 文明守礼已成为常德市民的自觉
行动，追求城市文明成为市民的共同目标。在
近四年的全国城市文明程度指数测评中，市
民对创建工作的满意率、支持率均在 98%以
上，居全国前列。

国庆期间，“时代楷模” 姜开斌的事迹
再次传遍祖国的大江南北， 传遍常德的大
街小巷。 去年 8 月 20 日，受台风“温比亚”
影响，大连出现罕见的狂风骤雨。停靠在中
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七六〇研究所
南码头的国家某重点试验平台， 在巨浪的
袭击下出现险情。 来自常德市鼎城区许家
桥回维乡的七六〇所某试验平台机电负责
人姜开斌，和黄群、宋月才同志，为挽救国
家财产而壮烈牺牲。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对此作出重要指示：黄群、宋月
才、姜开斌 3 位同志面对台风和巨浪，挺身
而出、英勇无惧，为保护国家重点试验平台
壮烈牺牲，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对
党忠诚、恪尽职守、不怕牺牲的优秀品格，
用宝贵生命践行了共产党员“随时准备为
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初心和誓言，他们是
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

从善卷让王的故事， 到时代楷模姜开
斌的英勇大义， 常德这片热土一直浸润于
道德的灌溉，骨子里流淌着“根植于内心的
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
由、为他人着想的善良”的文明基因。

常德在推进城市文明的步伐中，善于
深化先进典型学习，广育文明人。常德充分

发挥“德”文化优势，评选推介先进典型，先
后开展“感动常德十大人物”、常德市“身边
好人”、常德市道德模范、常德市“美德少
年”评选，积极参与全国道德模范评选、“我
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 常德建立常
德好人馆，以道德模范、中国好人、湖南好
人等典型人物为原型，拍摄微电影，在媒体
和好人馆进行展播， 全市上下通过开展道
德讲堂、 举办学用结合报告会等形式，学
习、宣传道德模范、中国好人等先进典型的
光辉事迹。

更触动人心的是常德关爱厚待先进典
型，每年开展慰问走访道德模范、中国好人
的活动，全市等级景区对全国“好人”免费
开放，树立起了礼遇先进、“好人有好报”的
鲜明导向。 截至目前，常德已有 2人被评为
全国道德模范，4人获得全国道德模范提名
奖，4 人被评为湖南省道德模范，近 100 人
入选“中国好人榜”，“以德立市、以文塑人”
的做法，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

文明如涓涓细流，浸润着人的心灵；
文明如俊秀山峰，高耸入城市的内核。 善
行的种子已在常德的文明建设中生根开
花，未来它们将长成文明的参天大树，向
社会传递文明芬芳， 让人人能共享文明
硕果。

道德滋养好人频出

栏杆就在市民心里

常德是农业大市， 却超越了许多工业化
城市，在全国中部省份中，第一批摘得“全国
文明城市”桂冠并蝉联三届。常德迎接全国文
明城市测评，没有声势浩大的动员突击，街头
没有“红袖标”，“五小门店”不关门，城市忙碌
而有序。 这些素质是如何养成的？

这源于常德对文明矢志不渝的追求。 在
常德， 城市文明建设没有休止符， 永远在路
上。这些年来，常德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曾经的穿紫河臭水
沟变成了城市的“金腰带”，常德大小河街的
恢复承载了常德人民久远的乡愁。 城市变漂
亮了，经济发展了，城市的气质和品位就显得
尤为重要， 常德又适时提出城市从追求颜值

向追求颜值与气质并重转变。
“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要两手

抓， 物质文明建设能有力地提高精神文明建
设的深度和广度， 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一定
的层次，反过来又助推物质文明建设，这就是
一个铜板的两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
促进、相得益彰。”常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周德睿在常德市文明委 2019 第一次
全会上掷地有声地说。

对于“后文明创建时代”，该如何长效抓
好文明城市建设，常德市委副书记、市长曹立
军着眼细处部署， 大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铸魂工程”，小到车辆乱停、摊担乱
摆、垃圾乱扔、广告乱贴、不文明养犬等问题

的整治，有力地推动着城市文明程度的提升。
文明城市创建到一定程度， 思想容易出现

懈怠，创建容易流于形式。 面对创建瓶颈，常德
严防“牌子到手、创建止步”，而是从满足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出发，出台《推进文明城市
创建常态化十条举措》，实行工作巡查、日常调
度、模拟测评、专项整治、任务交办、问题曝光、
工作点评、志愿服务、宣传教育和跟踪问责“十
个常态化”，抓好城市文明的每一个细节。

去年 12月，常德又把津市作为全省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市，建强文明实践队伍，
搭建文明实践平台，推进文明实践活动，创新
文明实践机制， 为实现城乡文明协调发展以
及新时代的文明实践探路。

追求文明矢志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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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参天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