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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涉及群众利益的，没有一件是小事——
—

宋主任爱和小事儿过不去

城市文明篇

□

■记者感言

积小善
□

塑文明
于向阳

莱芜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提出了“发展
质量效益高、生态环境优、人民群众富、社会
文明和谐”的高标准要求，坚持“创城为民、
创城惠民、创城靠民、创城不扰民”理念和做
法，从一件件具体的小事做起，重“里子”轻
“面子”，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改观城乡环
境，增强城市管理水平，最大限度让市民得到
实惠。
本期选取的4个小故事，讲述了爱和小事
儿过不去的宋主任、以身作则的秦爷爷、老旧
小区的改造提升给群众带来的幸福感，以及斑
马线上的礼让等新鲜事，读者或许可以从中感
受到莱芜市创建文明城市的亮点和特色，也能
看出莱芜市对创建文明城市的决心和信心。

9月11日一大早，宋景章带领工作人员到康乐街的早市查看。

身教胜于言教，他用实际行动带动文明素质提升——
—

秦爷爷和小梓霖成了忘年交
□

本报记者
本报通讯员

于向阳
亓莹莹

噪 全市所有社区划分为25个网格，实行市、区、街道、社区四级包帮
网格负责制，帮助各社区解决问题2800多个。投入资金8000多万元，改

9月4日，74岁的秦永昌如往常一样来到
莱芜市莱城区大桥社区外贸小区。作为这个
社区的文明清洁志愿者，上岗3 个多月来，
他说自己最大的收获，就是跟汶源学校二年
级学生刘梓霖，一老一小结成了忘年交。
“孩子们说他们会告诉其他同学不要乱
扔垃圾。还说要把我写到日记里。”秦老说。
秦老是莱芜吴伯箫学校的退休教师，教
了40年书，最信奉的就是身教胜于言教。
今年5 月份，莱芜市召开创建文明城市
大会的第二天，大桥社区就召开了社区动员
大会。社区党支部书记孙洪修动员大家志愿
承包社区中的老旧小区，负责清理小区散落
垃圾，制止不文明现象，提升大家的文明素
质。
会还没开完，秦老就动了心，他主动报
名承包了外贸小区。
别上一个红袖章、戴上一顶棒球帽，老伴
儿用家里空闲的面粉袋缝制了一个装垃圾的
袋子。秦老说，退休十几年后，又“上岗”了。
有一次周末，秦老正在小区里忙活，刘
梓霖在外贸小区和同学玩儿，看见了大热天
里秦老捡地上散落的零食袋，走了一圈又一
圈，她就和同学们跑上前去，要帮秦老一起
“干活儿”。
打那起，每天上学或者放学，小梓霖看
见秦老，都会亲切地喊爷爷。每个周末，刘
梓霖还围着秦老转，和同学们一起帮秦爷爷
清理小区卫生。
不管三伏天，还是暴雨天，秦老一天也
没耽误。每天除了中午吃饭时间，一干就是
七八个小时，每天能走8 公里。遇到有乱丢
烟头或垃圾的，秦老就笑着提醒一下。他走
到哪儿，就和大家伙聊到哪儿，总在讲文明
城市创建关乎大家每一个人。一来二去，小
区的居民都认识了这位朴素勤快的老头儿。
渐渐地，小区里不文明现象少了。
秦老的言行赢得了社区居民的尊重，自
他“上岗”以来，居民们有给他沏茶的，也
有给他送西瓜的。
在莱钢集团上班的徐峰，进进出出总能
看到秦老的身影。“作为文明志愿者，老人
家坚持在一线，这让我们大伙儿都很受鼓
舞。”他说。
外贸小区住着200多户人家，小区没有物
业。以前楼道里贴满了小广告，也没谁管。
现在，在秦老的影响下，大家开始主动打扫
起自己居住的楼栋了。
最近几天，秦老觉得自己有点儿清闲了。
据团市委工作人员介绍，像秦老这样的
文明清洁志愿者，全市共有2500余人。

善老旧小区和无人管理小区的环境脏乱差问题。

亮
点
展
示

噪 投资2 . 7亿元，维修沥青路面1 . 8万平方米，维修、更换人行道板砖
约1 . 6万平方米，调整路沿石3000多米，铺装路径3700平方米，拆除更换
雨水篦子、井盖等100余套，水泥盖板400余块，维修路灯1900余盏次。

噪 铺装路径3700平方米，修理木栈道1840平方米，修理景观灯380盏。
补栽行道树2223棵、草坪8000平方米、地被植物12万棵。

噪 处理生活垃圾17万吨，其中清理陈年垃圾3995吨，新增垃圾收集、
转运点75个，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

于向阳
朱虹

9月1日上午，莱芜市文化路与汶阳大街
的交叉路口，交警支队城区大队辅警吴修雪
站在斑马线上执勤。这天是新生报道的日
子，又赶上上班时间，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
人很多。
“当时我正忙着指挥交通，突然有个8岁
左右的小男孩从斑马线的一端三步并两步地
跑了过来，停在了我面前，敬了一个很不太
标准的军礼，然后笑嘻嘻地跑走了。那种感
动和骄傲简直没法描述，感觉所有付出的辛
苦都是值得的。”吴修雪说，一上午的时
间，她的心情都很好，执勤起来也很轻松。

9 月4 日7 点20 分，莱芜市莱城区凤城街
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宋景章带上劝
导员袖章，往康乐街早市走去。
今年5月份起，宋景章几乎每天都会来
这里看看。因为每天垃圾及时清理，在他看
来，是关乎这个早市生存的大事。
“这个早市是莱芜城乡公交车开通后形
成的，很多农民带着蔬菜坐最早的一班公交
车到这里卖，市民也中意这里菜的新鲜。”
宋景章解释说。
创建文明城市以来，不少人建议取缔这
个早市，但宋景章不赞成。在他看来，这个市
场既助农增收，又方便市民，
“ 创城是为民众
谋福利，而不是给老百姓带来不方便。我们早
起会儿、多干点儿，就完全可以做到不失分。”
宋景章主动揽下了这个片区的卫生责任。
在宋景章挨户督促下，早市一结束，垃
圾马上就被摊主们清理得干干净净。
离开早市，宋景章又来到任花园社区。
走到社区的服务大厅门前，宋景章突然一个
180 度转身，径直来到一个刚停好车的司机
跟前：
“ 这位小哥，麻烦你调一下停车方向，
按照停车线的方向停车，不管现在是不是创
城，每个人都得争做文明市民，是不？”
看着司机调整好了停车方向，宋景章又
拨通了任花园社区党支部书记的电话，“我
们制订‘六个一’工作法，专门设置劝导
员，又花钱重新划了停车位，就是要制止乱
停车这种不文明现象。但你们社区还存在这
种情况，这块工作可不能放松啊！”
前段时间，北埠社区有居民反映健身设
施不够。后来，社区里花钱买了漫步机、腹
肌板和肩关节康复器等一些健身器材。看了
一圈后，宋景章对北埠社区党总支书记李茂
华说：“我看周围小区孩子不少，是不是可
以加一些适合孩子健身的设施？”
李茂华说：“这种小事儿你也注意到
了？那我们就再装些滑梯之类的设施。”
作为街道办主任，社区里的一些小事完
全可以放手让社区处理。但是宋景章就专爱
管这些小事，“群众的诉求关系到群众的利
益，没有一件是小事。”

0 . 2 元的超值回报
□

本报记者
本报通讯员

于向阳
陈晓永

9月9日晚，在莱芜市莱城区凤城街道办
新时代庄园，居民们正在小区的活动室里看
书、健身。
新时代庄园是个老旧小区，于新国是这
个小区的业主委员会主任。
在业主们看来，老于这人有个“毛病”：爱
给小区物业“挑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去年
8月25日，业主们把他推上了这个岗位。
刚上任不久，于新国就来到西关社区找
党委书记方绪敬争取政策。“社区环境不
好，业主都有意见，咱得改善改善。”接受
老于的建议，西关社区投资把小区的外墙统
一粉刷了一遍，重新敷设了排污管道。
环境美了，但业主们又反映了新的问
题：小区没有活动的地方。
于新国绕小区里里外外转悠了好几圈，
有了主意。在西关社区的支持下，将小区里
闲置的几间平房改造成活动室，划分了阅读
室、健身室和便民服务室。社区“党员之
家”也落户到小区的活动室，并成立了党员
先锋队,专门服务小区群众。
“党员之家”设在小区里，还真是起了
作用。
今年5月，又到了小区业主交物业费的时
候，而且费用还比以前涨了2毛钱。物业经理
心里直犯嘀咕：
“ 以前0 . 4元/平方米都收不起
来，现在涨到0 . 6元/平方米，估计更难了。”
没想到，整个社区没有一户不按时缴纳

物业费的，“有业主委员会和党员之家在，
这物业费交的超值！”
于新国发现，业主的素质也提高了。
8月份的一天，家住小区4号楼顶楼的崔
女士，不知道什么原因连续两天家里没水。
后来经过物业排查后发现是管道出了问题，

让吴修雪高兴的，不仅是他们的努力得
到了认可，更多的是文明出行的理念已经根
植在市民的内心，并且变成更多人的自觉行
动。
有信号灯的斑马线上，文明礼让容易做
到。没有红绿灯的斑马线，更能体现司机的
素质和文明礼让的程度。
文化路与鲁中大街的转盘路口是莱芜市
区内唯一没有信号灯的十字路口。这两年，
莱芜市的私家车越来越多，这个路口成了最
拥堵的地方。在这里执勤的交警支队城区大
队巡查中队民警解俊功也格外忙。
“经过这几个月来的劝导，车辆都能做
到斑马线减速让行。遇到老人、小孩和孕
妇，绝大多数司机会停下来，让他们先过

维修好还需要一天半的时间。楼道里的邻居
听说后，端着盆拎着桶给她家送水。
今年，莱芜市针对老旧小区和无人管理
小区的环境脏乱差问题，投入资金8000多万
元，对社区环境进行彻底清理，优化了群众
的居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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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镇村入选第五届
全国文明村镇拟荐名单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陈晓永 报道
本报莱芜讯 9月6日，山东省公布了拟推荐申
报第五届全国文明村镇名单。其中，莱芜市1镇1村
入选，分别是钢城区辛庄镇和雪野旅游区雪野镇王
老村。同时，莱芜市实验学校入选第四届全国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单位拟推荐名单。
中央文明委今年将评选表彰第五届全国文明村
镇、文明单位。山东省拟推荐名单是在各单位自查
申报、各市文明委测评审核，并征求省级有关部门
意见的基础上研究确定的。

京剧歌伴舞《红梅赞》
获“凤凰金奖”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陈晓永 报道
本报莱芜讯 8 月22 日，在第13 届全国中老年
才艺大赛上，莱芜市中老年人音乐舞蹈协会戏曲团
代表协会选送的京剧歌伴舞《红梅赞》荣获“凤凰
金奖”，同时协会荣获“最佳组织奖”。
莱芜市中老年人音乐舞蹈协会成立5年来，共5
次参加全国老年学会主办的大型中老年人才艺大赛
活动，其中3次获得“孔雀金奖”，2次获得“凤凰
金奖”，每次活动协会均获得“最佳组织奖”或
“优秀组织奖”。

有机姜茶
获第18届绿博会金奖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陈晓永 吕娜 报道
本报莱芜讯 8 月21 日，在刚刚闭幕的第18 届
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上，莱芜东兴源食品有限公司
送展的“卖姜翁”牌有机姜茶获得本届绿博会金
奖。至此，莱芜市荣获展会金奖特色品牌产品达到
9个。
莱芜东兴源食品有限公司、莱芜裕源食品有限
公司、莱芜万邦食品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参加了本
届绿博会，共展出生姜、大蒜、山楂系列产品30多
个。莱芜东兴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有机姜茶、姜
糖系列产品，莱芜裕源食品有限公司的生姜、大
蒜、黑蒜产品和莱芜万邦食品有限公司的山楂干制
品等受到参观者的欢迎。
展会期间，3家企业共洽谈客商30多家，先后
签订协议十余项，达成意向合作金额近1000万元。

5人入选
齐鲁首席技师
□记者 于向阳 通讯员 陈晓永 报道
本报莱芜讯 8月29日，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发布《关于2017年度齐鲁首席技师人选的
公示公告》，莱芜市5人入选。
这5 人 是 ： 山 东 力 创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毕 研
美、山东泰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王敦会、山东汇金
股份有限公司王庆平、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
分公司李仁壮、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贾川。
齐鲁首席技师是在生产一线从事技术技能工
作，具有良好职业道德、高超技能水平、丰富实践
经验、业绩贡献突出，在全省乃至全国行业（领
域）影响带动作用大、得到广泛认可，经选拔认定
的高技能优秀人才。根据规定每年选拔一次，每次
人数不超过150名，管理期限为4年。管理期内，每
人每月享受省政府津贴1000元。

8家公司
落户中德清洁能源小镇
□记者 于向阳 通讯员 张铭 报道
9月5日，在莱芜市莱城区凤城街道文化北路福和园内，一位环卫工人正擦拭椅子。一场
秋雨过后，路旁座椅上布满了水珠。该地段几名环卫工人每天坚持把自己的“责任田”打扫
得干干净净，维护城市环境。

斑马线上看底线
本报记者
本报通讯员

于向阳
张茜

物业费每平方米0 . 4元交不齐，0 . 6元业主却主动交了——
—

不起眼的斑马线，看出市民文明素质的变化——
—

□

本报记者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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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看到这样礼让斑马线的司机，我们就会
给他们竖大拇指。上个月的一天早上，有几
个老年人拎着从早市买的菜过马路，当时车
很多，这几个老人走得又特别慢，有一辆出
租车和一辆私家车接着在斑马线前停住了。
我赶紧走过去，接过一个老人手里的塑料
袋，把他们扶过去。过了马路，那个老太太
特别高兴地跟我说‘谢谢你，还是警察好!’
等我转过身，路过的一个出租车司机也向我
竖起大拇指。这个手势很简单，但看到这一
幕，我打心里高兴。”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开展以来，莱芜
市交警支队以36个主要灯控路口为重点，设
置“执勤巡逻点”77个，对交通不文明现象
进行集中劝导和整治，累计出动警力29167多

人次，劝导行人、非机动车不文明交通违法
行为43561起。同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已逐
渐成为司机潜意识里的道德规范。
在文化路与汶源大街的中医院路口，交
警城区大队四中队指导员王延民，给我们讲
起一个发生在8月13日的温馨故事。
那天上午8点，一位老大爷从斑马线那头
走过来，刚走了没两步就突然跌倒了。王延
民和另一名辅警赶紧跑过去，把老人扶到路
边 坐 下 来 ， 问 了 问 老 人 的 情 况 。120 车 来 了
后，老人很倔强，说自己没事，非要自己回
家，问他家在哪里，他只能零碎地说出了单
元楼号。
“我们就开车带着老人从就近的小区找
起，最后帮老人找到了家门。事后我们才知
道，老人患有健忘症，出来散步后找不到家
门。围着自家小区转了好多圈，最后体力不
支才摔倒的。让我感动的是，当时有很多过
路的行人都主动过来问，要不要帮忙。”
“几条斑马线看似不起眼，却能看出市
民文明的‘底线’。能礼让斑马线的，在其
他场合表现出的素质也不会差。”王延民
说。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陈晓永 许俊华 报道
本报莱芜讯 9月8日上午，在第一届中德清洁
能源小镇招商引智会上，8家客商与莱城区签约，
落户中德清洁能源小镇。
新签约的8家客商是：上海东方低碳科技产业
股份有限公司、凌容新能源科技（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华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
爱启环境技术工程有限公司、北京中科华誉能源技
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烟台环球环保设备有限公
司、青岛主岛智能产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上海腾
生频光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同时，阿尔普尔公司与中国科学院院士何雅玲
签约，在中德清洁能源小镇设立院士工作站，为入
驻中德清洁能源小镇的企业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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