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4 2010年10月25日 星期一

编辑：彭传刚 组版：刘燕

互动

本报10月24日讯 24日

上午，来自工人新村北村社
区、天桥区城市管理行政执

法局二中队、济南公交二公

司8队、江南商务宾馆等社
区、单位的近二百人参加了

活动。爷爷带着孙子，姥姥带

着外孙女一起捡垃圾、大扫
除，成为现场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

9时30分，人群中有不

少老人带着孙子或者孙女一

起捡垃圾。“一片、两片、三

片……”来自工人新村北村

西区天桥区教育局宿舍的兰

女士边捡垃圾边和外孙女王

淑雅一起数数。祖孙俩一路

小跑抢着捡拾垃圾，废纸、烟
头、矿泉水瓶全都被祖孙俩

用夹子俘获，很快，垃圾袋里

就装了一大半。

“外孙女非常爱卫生，在

家里有垃圾都会自觉捡起来

扔到垃圾桶里。”兰女士希望

通过这个活动，更好地培养
孩子爱护环境的意识。

本报10月24日讯 24

日，在槐荫广场，年仅6岁的

勇一飞格外显眼。他起了个

大早，没来得及吃早餐就跟

着前卫街小区里一群老人赶

来。

签完名后，勇一飞又匆

匆来到前卫街社区小广场

上，开始捡拾垃圾。这位“小

城管”虽然只有6岁，但经验
可不少。从今年夏天开始，他

和社区里的几个孩子一起参
加了社区联防执勤队。他们

的任务有两项，一是随手捡

拾垃圾，维护环境卫生；再就

是发现乱停车现象后，予以

制止。

看到勇一飞拿着长夹

子，围着花坛细心翻捡垃圾

的场景，几位在广场上拉呱

的老人齐声称赞，“看这孩子
多认真！人心感动人心，小孩
子的素质都这么好，大人们

怎么好意思破坏环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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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我们也应尽分

力。”24日上午，在“我
爱我泉城”百姓城管万人

上街大扫除活动中，不少
沿街单位也积极加入到活

动中来。

24日上午，在山东省

党史陈列馆活动片区，

就在市民积极参与活动

的同时，不少沿街单位
也积极行动起来。在毫
厘眼镜店门口，从上午
10时开始，店里工作人

员就开始对门前的空地

进行打扫，虽然面积不
大，但他们打扫得非常

认真，用了近一个小时

时间。眼镜店经理雷青

婷告诉记者，从前天看到

万人上街大扫除的消息

后，他们就开始行动了，

今天再次行动也是响应万

人上街大扫除活动，以后
还会继续保持下去。

在不远处的诺基亚客

户服务中心，店里的两名

工作人员也在忙着打扫门

前的卫生。由于门前有不
少沙土，他们打扫起来比
较费事，足足打扫了近半

个小时。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

共青团路两边还有不少沿
街单位也积极参加到活动

中来，抽出时间对门前进

行打扫。在七贤广场、山

师东路等片区，越来越多

的单位也开始加入到大扫

除活动中来。

在活动中，不少单位负

责人呼吁，城市管理不仅需

要热心市民参与，更需要各

家单位积极行动，自觉做好
本单位门面卫生和周边环

境卫生，为提升泉城形象奉

献一分力量，为城市环境增

添一分整洁。

连日来，本报和济南市
城管局组织了多项“百姓城
管”活动。评选最差文化墙，

督促相关部门迅速更新；开
通百姓城管热线，让城市管
理部门与广大市民充分互
动；动员万人上街大扫除，

从机关工作人员到普通百
姓都上街清理垃圾死角，这
是一次规模较大的提升省
城形象之举。

可以说，借去年全运会
之机，泉城济南在城市管理
上迈的步伐越来越大。让我
们仔细梳理一下省城在今
年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对老
旧小区化粪池免费清理，推

动了老旧居民小区环境的
进一步提升，让老旧小区居
民告别污水外溢之苦；本报
和济南市城管局推出的“为
保洁员设立临时歇脚点”、

保洁员子女免费夏令营等
活动，得到济南市民的大力
支持，为保洁员安心工作提
供了良好的保障，让他们更
加安心地为美化城市努力
工作。

此次“百姓城管”大型
活动，让市民共同参与城市
管理，让市民当起城市管理
的主角，这进一步提升了城
市管理的空间和广度。可以
说，有了全体市民的参与和

支持，再加上政府职能部门
的管理创新，才能让泉城济
南的城市管理真正进入一
个良性循环的轨道。

眼下，“百姓城管”各项
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笔者
对此还有两点期待。

期待之一：一个城市的
管理，除了职能部门之外，

很大程度上得依靠普通的
民众——— 除了在日常生活
中对环境保护的自律之外，

还得勇于担当起监督的职责。

“百姓城管”上街，除了清理垃

圾之外，另一个重大职能就是
义务监督。期待每位市民都能
意识到自己是城市的主人，都

是城市管理的监督员，能在日
常生活中行使好“管理者”职
责，对各种不文明行为采取

“零容忍”的态度，为提升泉
城形象奉献自己的力量。

期待之二：一个城市的
形象提升，需要几十年甚至
几百年的努力，我们不可能
在一天之内就彻底清除街
头的垃圾死角，也不可能在
一天之内就杜绝各种不文
明现象，但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百姓城管”持续不断的活
动中，逐步营造“我爱我泉城，

人人爱泉城”的氛围，每位市
民都能从自我做起，大家共同
树立起“文明泉城人”的招牌。

本报10月24日讯 “我
也是百姓城管队员！”24日上

午，槐荫区委书记杨峰在槐荫

广场“百姓城管”活动现场的条

幅上签了自己的名字。他表示，

“签了名，责任也更大了。”

24日上午8点，在槐荫区

举行庆祝第十六届山东省环

卫工人节大会之前，槐荫区

委书记杨峰和济南市城管局

局长宋永祥等，到青年公园

办事处等地察看社区城管工

作，并与办事处的热心市民

进行了交流。

随后，一行人来到“我爱

我泉城”万人上街大扫除槐

荫广场片区活动现场，当看

到市民积极参与活动签名

时，杨峰拿起笔，在条幅上郑

重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签上

了名，我也是百姓城管队员，

责任也更大了。”

宋永祥在活动现场与市

民交流时称，“百姓城管”系列

活动的开展，使更多市民加入

其中，他们支持环卫工作，为环

卫事业发展、打造城管文化起

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希望越

来越多的市民加入其中，人人

争做“百姓城管”。

本报10月24日讯 在

第16届山东省环卫工人到

来之际，24日，两万余名“百

姓城管”走上泉城街头，到

大街小巷、城市绿地、广场、

公园进行大扫除，爱护泉

城，提升城市形象。参与者

纷纷表示，作为“百姓城管”

中的一员，更加有责任和大

家一起提升济南的形象。

24日，两万余名百姓城

管队员走上街头，在泉城广

场、槐荫广场、洪楼广场、工

人新村北村社区、经二路东

段、济南市邮政局等地干得

热火朝天，开展清理垃圾、

文明劝导、大型签名、文明

宣传等各种活动。

在赤霞广场，济南军区

某部的20余位官兵戴上“百

姓城管”的袖章，拿起清扫

工具展开义务大扫除；在

大明湖新区，山师附小一

年级三班雏鹰小队20名小学
生在清理垃圾、劝导文明；

在七贤广场，来自济南大学
志愿者联合会的大学生志愿

者们，拿起清扫工具清理垃

圾。不少过路的市民也自发

加入到活动中来，，更多的市

民在各大活动片区现场报

名。

“能穿着‘百姓城管’的

服装上街宣传，是一件很光

荣的事情。”山东师范大学
的崔昊看到同学王峰留下

电话号码后，自己也把电话

号码和地址留了下来，希望

将来和其他“百姓城管”一

起，继续为这座城市做点力

所能及的事情。“百姓城管”

赵晓峰表示，自己原来就经

常参与各项公益活动，现在

成为“百姓城管”的一员后，

就更加有责任爱护好这座

城市，更加有责任和大家一

起提升济南的形象。

“百姓城管”是本报与

济南市城管局联合推出的

一项品牌公益活动，旨在通

过市民参与城市管理，共同

关爱泉城环境，爱我泉城，

为提升济南城市形象增光

添彩。活动启动半个月以

来，得到了社会各界和广大

市民的大力支持，吸引了大

量的热心市民共同参与，全

市成立了“泉城百姓义务城

管队”，不定期地走向街头

进行公益活动。

沿街各单位

主动大扫除

我爱我泉城，人人爱泉城
——— 对“百姓城管”的两点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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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荫区委书记杨峰在活动条幅上签名———

“我也是百姓城管队员”

两万余人昨日上街大扫除

“穿百姓城管服，很光荣”

上街捡垃圾

祖孙一起来

六岁“百姓城管”

起早参加大扫除

槐荫区委书记杨峰（右一）在活动现场签名。 魏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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