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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是城市的主体，市民的文明直接关系到城市的文
明，没有市民整体素质的提升，就没有城市整体文明的提
升。

“创文”以来，郴州市坚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文明创建全过程，弘扬文明新风尚，引导市民
在参与创建中提升道德境界和文明素质。

交通秩序是一个城市的文明窗口。据郴州交警部门
统计，早几年前，该市每年发生交通事故1万余起，其中人
行道周围发生的事故1300多起，占事故总数11.8%。

斑马线成了生命线，礼让斑马线就是敬畏生命。为
此，郴州围绕全国交通管理模范城市的创建，在城区开展

“礼让斑马线”行动。车辆不让行人者，按有关法规从严予
以处罚。这一举措，使人行道交通事故明显下降。

紧接着，郴州又整治“车窗抛物”行为，部分不文明市
民的不良习惯得到规范。郴州市交警大队负责人介绍，通
过先立规矩，使礼让斑马线、车窗不抛物成为市民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的习惯。

创文期间，郴州市委书记、市长经常带头，市里的四大
家领导也都参加，开展一次次大型的爱国卫生运动“周末
卫生日”活动，市领导分别到分管或联系单位的责任路段
清理垃圾，制止并劝导乱丢、乱扔、乱挂、乱倒、乱停等有损
环境卫生和市容秩序的不文明行为。

当地很多群众表示，市级领导的示范带动，给各级各
部门及广大市民释放“文明创建、共创共享”的强烈信号，
全市上下信心满满。

除了广大党员干部上街创文之外，郴州街头还有一道
靓丽风景，无论天晴下雨，总能看见志愿者和义工默默奉
献的身影。

在郴州城区繁华的罗家井十字路口，总能看到几位身
穿“红马甲”的志愿者，进行现场交通文明劝导。“我为创文
代言，保证不乱丢垃圾，不闯红灯，还要尽我所能帮助更多
的人，为我们的城市发展也尽一份力！”文明交通劝导员刘
女士说，她当劝导员已有好几年，市民的素质跟以前相比，
有了很大的提升，以前苦口婆心很难劝，现在志愿者往现
场一站，大家都很自觉守规则。

市民邓先生表示，早同几年前，他在十字路口只是抢
在红灯前先走了几秒，不但被交警口头批评了，自己的照
片还上了有关公众号的“曝光台”；市民史习语也没有想
到，自己带领小区居民组建社区物管队，抽空帮小区打扫
卫生、修修水电，竟然被评上“最美北湖人”，又是电视采
访，又是发荣誉证书……

为倡导文明新风，郴州市广泛开展“新时代郴州好榜
样”、道德模范、身边好人、最美人物等评选表彰和宣传活
动，引导人们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形成奋发向上、崇德
向善的正能量。

该市还启动了“好人之城”“志愿之城”建设，目前，
全市共有 2 人（雷冬竹、刘真茂）荣获“全国道德模范”，4
人（马恭志、曾宪国、谢运良、首嫣嫣）荣获“全国道德模
范提名奖”，入选中国好人 48 人、湖南好人 144 人，推评
市级以上道德模范111人、郴州好人440人，形成了推好
人、评好人、学好人、做好人的良好氛围。全市共有注册
志愿者85万人。

2018 年9 月，郴州市作为仅有的两个全国地级市代
表之一，在中宣部举办的第十三届中国公民道德论坛上作

典型发言。湖南省政协副主席、郴州市委书记、市文明委
主任易鹏飞，代表郴州作了典型发言，介绍了该市推动公
民道德建设、培育时代新人的经验做法。

郴州让好人有好报。出台了《郴州市礼遇帮扶“好人
典型”实施办法》，分别从8个方面礼遇、8个方面帮扶好人
典型，为230多位“好人典型”发放礼遇卡，树立了“德者有
得，好人好报”的价值导向。

郴州城区除了北湖区、苏仙区全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外，其他县市区也向文明城市看齐。到目前，全市其他9
个县市均获得湖南省文明县城，其中桂阳县获得全国文明
县城提名城市。获评全国文明单位13个、全国文明村镇
15个、全国文明校园2个、全国文明家庭1户、全国最美家
庭22户，全国卫生县城5个、全国卫生镇1个。

文明郴州郴州 铿锵前行
——写在郴州市获评全国文明城市之际

李秉钧 刘正平

文明，是一座城市最耀眼的桂冠。作为反映城市整体文明水平的综合性荣誉称号，“全国文明城市”是每座城市追逐的梦想。

多年追逐文明城市梦的郴州人，终于迎来从北京传来的喜讯——11月20日，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会上表彰了133个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城区、县城），郴州市名列其中。

喜讯传来，福城上下一片欢腾，一条关于郴州跻身全国文明城市行列的消息，在530多万郴州人的朋友圈迅速“刷屏”。

近3年、近6年、近11年来，为了这份沉甸甸的荣誉，生活在这里的市民们为之付出了不懈努力，也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努力与变迁。

郴州市表彰“最美孝心少年”。

郴州志愿者进社区关爱未成年人。

魅力郴州景秀美，林中之城誉千年。郴州全市森林
覆盖率达到67.9%，是全国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城市之一，
空气质量全年保持优良，是湖南省唯一环境空气质量达
标示范市。是“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
家森林城市”、全国50大氧吧城市等。

正因各项得天独厚的优势，郴州于2009年提出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到2015年2月，郴州市获得第五届全国
文明城市提名城市资格，拿到了创文的“入场券”。

由此，郴州这座城市，正式一步步向全国文明城市
看齐。

在创文的道路上，郴州坚持统筹推进政治文明、物质
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2015年在成功创
建为国家卫生城市、入选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工程试点市、
全国首批水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市等基础上，还成功创建
为全国交通管理模范城市、被评为30座“中国最具幸福感
城市”和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中国湖南自贸
区郴州片区等，一个个城市名片收入囊中。

郴州坚持“为人而创、为城而创、为郴州发展而创”的
创建理念，使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得到有效推进，并逐
步走出了一条具有郴州特色的创建之路。

2015年、2016年，郴州市两次接受中央文明办组织
的文明城市年度测评，分别排名全国第37名、全国第13
名，位居全省第一。

功夫不负有心人。各项创文测评指标显示，郴州离
第五届全国文明城市的入选已越来越近。

经过几年努力，2017 年 9 月，郴州迎来创文的一场
“大考”，全市以奋力冲刺的态势，力争第三年度综合测评
取得好成绩。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2017 年4月3日，“4·3”王仙岭
翻车事件发生后，9月14日，中央文明办正式通知，取消
该市第五届全国文明城市第三年测评资格，郴州与“全国
文明城市”称号擦肩而过。

创文“失利”的消息传来，广大市民无限惋惜，有些市
民继续为郴州加油鼓劲，但也有不少市民一时情绪低落、
士气不振。几年的辛苦付出，被“一票否决”后，有些市民
一时难以接受现实。

郴州的创文可谓走到了“十”字路口，何去何从？
面对这种状态，9 月 15 日，郴州迅速召开市委常委

会，郴州市委书记易鹏飞宣布了市委、市政府的郑重决
定：继续深入推进全市文明创建工作，做到班子不散、
队伍不散、人员不散、精力不散，牢牢守住安全生产这
根底线……

“四不散”的决定，宣誓了郴州将文明创建进行到底！
“市委的这一决策很及时、很果断，凝聚了人心、振

奋了士气。”郴州创文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表示，这
个决策为郴州最终创文成功，起到了定海神针般的决

定性作用。
广大市民在网络、在微信朋友圈中，纷纷拥护市委的

这个决定，大家表示，郴州启动文明城市创建以来，取得
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城市变漂亮了、街道更整洁了、市民
更文明了。有的网友说，相比荣誉，老百姓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才来得更真实、更重要。创文，永不言弃！

这些温暖的话、朴实的情怀，正是“开放包容、求实创
新”郴州精神的生动体现，也是郴州市民文明素质的真实
反映，更是郴州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宝贵成果！

2018年1月，重整行装再出发的郴州，获得第六届全
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资格。再次拿到创文“入场券”的郴
州人民，以更饱满的热情、百倍的干劲，又一次迈上了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征程。

回顾郴州市这些年的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历程，虽一
路曲折、充满艰辛，但这座城市连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始终保持“越战越勇”的状态和“百折不挠”的精神，锲而
不舍推进创建工作。

特别是在2018年启动新一轮创建工作以来，郴州市
委、市政府凝心聚力，坚持以创建争优势、以创建聚合力、
以创建促发展，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统筹推进城
乡一体化发展，统筹推动五个文明协调发展，使文明城市
创建成为促进“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的重要载体。实现了
经济建设和文明创建的良性互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的协调发展，城市文明和市民文明共同进步，城市文化品
位、群众生活质量同步提升，为最终成为全国文明城市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这首出自秦
观的《踏莎行》，记载了生态与秀美的郴江，与郴州人唇齿
相依、相濡以沫的关系。

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郴江奔流不息，曾孕育了一片
土地灿烂的文明，留下许多美丽故事与传说。她也曾因
人们的不懂珍惜、肆意妄为而历经磨难沧桑，一度被列入

“湘江污染水系”。
为呈现她应有的原貌，近年来，郴州启动郴江综合治

理，并扩大她的治理范围，城区段由原来的9公里分别向
上游和下游延伸，扩大至20.2公里，同时也将河段分为三
段，上游段东边江坝至田家湾大桥5.2公里，中游段东边

江坝至环城桥 9.3 公里，下游段环城桥至梁家湾铁路桥
5.7公里。

如今，经过艰难治理的郴江又逐渐展现它可爱的容
颜，载着这座城市创文的新梦想，奔腾向前。

像郴江河一样，燕泉河、西河、东河等郴州城内的河
流，在挺进全国文明城市的进程中，都得到了治理，各河
流呈现出水蓝、堤固、岸绿、路通、景美的新面貌。

俯瞰林邑郴州，山为屏，河为脉，水绕城，城依山，山
傍水。一幅城水相依、水绿相映的美丽画卷展现在世人
眼前。今天的郴州，“林中之邑”风采重现，加之水灵灵的
模样让所有来此的人心旷神怡。

“创文一路走来，全市从城乡环境面貌到
社会公共秩序，从公共服务水平到群众生活品

质，郴州整个城市因‘创城’而改变。”郴
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志仁表示，该市

在多次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会议
报告中，指出要把“惠民”作为重

要遵循，使创文成为排民
忧、解民难、聚民心、增民力

的过程。
该 市 明 确 提 出

“为人而创，为
城而创，为郴州

发展而创”的创建理念，要“从群众身边小事入手，让群众
有获得感”。

经摸底调查，郴州创文中，首先是坚决扫除农贸市
场、城中村、背街小巷、公厕等城市卫生死角。

“市城区有 34 个农贸市场，每天人流量达 22 万人
次。由于产权不明、管理不到位等，造成城市拥堵和脏乱
差。”郴州市创文办公室有关工作人员介绍，仅2016年，
市里投资5000万元，对35个农贸市场进行新一轮标准化
提质改造。

苏仙区东苑阁农贸市场面积4100多平方米，有200
多个门面摊位，由于民企经营管理不到位，造成污水横
流，垃圾堆积如山，周围居民苦不堪言。2016年经全面改
造及强化管理后，现在市场秩序井然、干净整洁，其成功
模式在全市推广。

郴州不断完善城市服务功能，全面推进“两供两治”
“两房两棚”“城市双修”“海绵城市”建设、交通大建设、农
贸市场改造、背街小巷改造、绿城攻坚等项目建设，对783
个无物业管理小区、182条背街小巷、190个城中村和城
乡结合部、2600多个“六小”门店、30多个交通路口进行
了提升改造，大街小巷更加整洁优美、交通出行更加快捷
舒畅、百姓生活更加舒适便捷。

“以前一刮风，门窗就要关掉，出门一趟还要戴口
罩。”北湖区下湄桥村谭家组的王大妈回忆，由于没有物
业管理，过去的谭家组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等现象时有出
现。2016年，北湖区创建办联合下湄桥街道对这里进行
改造，装上了垃圾桶、路灯，路面换成了柏油路，卫生环境
大为改善，再也看不到行人掩鼻而行的画面了。

此外，郴州还通过开展生态文明示范工程试点城市、
空气质量达标示范城市、生态园林城市创建活动，使全市
空气质量优良率89.6%，全市建成绿地率、绿化覆盖率、人
均公共绿地面积分别达到41.9%、46%、12.12平方米。为
市民打造了“500米公园圈”“15分钟生活圈”。

从坑坑洼洼的泥巴路到干净清爽的背街小巷、从出
行拥堵到和谐畅通的交通秩序……现在的郴州，已成为
蓝天白云常现、绿水青山常在、清新空气常有、文体活动
常新的宜居宜乐生态城市。市民群众从身边一点一滴的
变化，感受到了城市的“温度”，分享到了创建的“红利”。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不易，‘守城’更难。”郴州
市创文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表示，文明贵在坚
持，需要久久为功。而要让城市文明很好的延续
下去，关键在于建立健全常态长效机制，巩固扩大
创建成果，不断提升创建水平，推动文明创建步入
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良性轨道。

为此，郴州市构建有力高效的领导机制，加强
对创建工作的组织领导，把创建工作列为全市“十
大重点攻坚工作”一号工程和一把手工程来抓，实
施“三个一”工作落实机制，健全完善“党委统一领
导、党政群齐抓共管、创建办文明办组织协调、有
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积极参与”的领导机制和
工作机制，形成了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创建合
力。

特别是在健全长效机制方面，该市制定了《郴
州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奖惩实施办法》《文明
城市创建网格化管理结对共建实施方案》《郴州市
文明创建“四个一”考评办法》等工作制度。建立
了点评调度、督查测评、问效追责制度，把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工作纳入全市年度目标绩效考核。对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重点工作实施项目化管理。

为筑牢道德根基，郴州除了推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进机关、企业、学校、社区、农村、家庭、广
场、景区、网站、集市外，还建成了100个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示范点，一批主题公园、主题广场、主
题庭院、主题社区、主题村镇各具特色，成为城乡
一道道亮丽风景，潜移默化市民的文明素养。

通过文明机制、基础工作的夯实，不断提高每
一位市民的文明素质，提升整个城市的文明程度。

今年9月25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次会议在长沙闭幕。会议全票表决通过了关于批
准《郴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的决定。这是郴州市行使地方立法权以来，由市
人大常委会制定、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的第六部地

方性法规。
《郴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将于 2021 年 1

月1日正式实施，《条例》分为总则、规范与倡导、
促进与保障、法律责任和附则等 6 章41 条，讲明
白了“倡导什么”“禁止什么”，使市民在社会公共
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一把衡量的“标尺”。

“《条例》正式实施后，将对巩固扩大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成果起到重要的法律保障。”郴州市委宣
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刘晓军表示，《条例》明确
提出了市民应当遵守的公共秩序、市容环境卫生、
交通出行等文明行为规范，弥补了该市在文明行
为立法方面的空白，使当地能够通过运用法治手
段和制度力量，来促进市民文明行为的养成，让文
明蔚然成风。

《条例》内容涉及城管、公安、住建、卫生、教
育、消防救援、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多个部门，郴
州市文明办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明确责任
分工，督促责任部门各司其职，做到严格执法和文
明执法，及时解决执法矛盾和突出问题；推动部门
联动执法，通力协作，形成贯彻执行《条例》的强大
合力。

此外，郴州还建立了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诚
信体系、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政务服务、城市管理
等几十项常态长效机制，涵盖文明城市建设的方
方面面，力争让文明意识、文明行为、文明精神融
入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并演化为人们内心的一种
自觉力量，渐渐地演绎成一场全民参与的文明接
力，努力成就一座城市内化于心的文明。

文明无止境，创建文明城市永远在路上。郴
州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创文办主任欧阳锋表
示，历经多年，郴州人民凝心聚力，催开了“文明之
花”，接下来将精心“浇灌”，推进全民文明、全域文
明、全面文明、全程文明，让文明为郴州高质量发
展注入新的内涵，建设更高水平的文明城市。

有一个梦想：永不放弃

有一种情怀：以民为本

有一种境界：全民一心

有一种追求：常态长效

全国文明城市——郴州。

郴州新时代文明实践“关爱残疾人”走进矿博会。

文明创建内容之一文明创建内容之一，，郴州市汝城县开展产业扶贫互助行动郴州市汝城县开展产业扶贫互助行动。。

郴州市召开创文推进大会。

向山区学校捐赠有声图书馆。

（本版除文明郴州图片由黄建华摄外，其余均由陈志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