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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吹响文明“集结号”

6 月 15 日，奎文区交警大队四

楼的指挥室里，五六台对讲机此起

彼伏地响着。不时传来“检查组到达
XX 路口”的声音。

十几名工作人员围坐在一张拼

成的大桌子前，桌上凌乱地摆放着

潍坊市各条主干道的线路图、纸、

笔、喝掉一半的矿泉水等。奎文区文

明办副主任安同进、区城管局副局

长赵建国等不时地回应着对讲机，

时而下达“作好准备”的指令。

这一天，潍坊市进行创城全市

模拟测评。早上七点，模拟测评工作

组从东方大酒店出发，兵分六路，奔

赴潍坊城区各主要街道，全面检查
交通路口、商业大街、社区、广场、学
校等 57 大类站点。晚上七点以后，

还进行了入户问卷调查。

而这一切忙碌的背后，都是为

了省文明办对潍坊的前期测评。

从 6 月 15 日到 6 月底，山东省

文明办将根据各个城市的测评成绩

进行综合打分排名。

而如果潍坊市此次综合排名在

山东省排不进前三，将丧失争创全

国文明城市的资格。因此，如何在这
10 多天时间内打一场漂亮的创建

文明城市攻坚战，成为潍坊市面临

的最为重大的问题。

“谁丢了分，谁就要负责”。5 月
9 日，潍坊召开争创文明城市的现

场推进会议，几乎同一时间，一份叫
做《创建文明城市工作考核办法》的

文件正在制定，将对各区各部门进
行全面考核。

在这份措辞严厉的考核办法

中，各部门被告知，如果谁因工作不
力导致丢分，影响到全市工作的大
局，将被严肃追究责任。

市委、市政府也向市民作出庄
严承诺，创城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一
项重要任务。

此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从党

委到政府，从市直各部门到各个街
道办、居委会，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被

动员起来，参与到创城。而潍坊市民
的日常衣食住行，也开始与创城相

关联起来。

一道关于创城的论述题甚至出

现在了 2011 年中考的政治考题中：

“潍坊正在创建文明城市，请结合创

城谈谈创建文明城市有什么积极意
义？如果你是志愿者，你该如何加入

到创城中？”

当各处信号灯路口都站上了两
到三个交警，当骑自行车和电动车

出行的市民开始被查、甚至被处以
罚款的时候，人们开始注意到，从现

在开始，自己已经不可避免地被裹
挟到创城中去了。

不同的角色，共同的绚烂

作为一个拥有着 127 栋楼，

18000 多人口的大社区女当家人，苇

湾社区的居委会书记吕峰，从 4 月

份调任过来后就几乎没有睡过囫囵

觉。此前，无论是市里、区里还是所

属的街道办事处，在所有与创城有
关的动员大会上，社区的综合整治

都被认为是创城的关键所在。

按照创城的要求，每栋楼的卫生

都要保持清洁、社区内的市场也要被

清理，社区环境标准甚至细化到每栋

楼前要有小花园，墙上不能有小广

告。由于社区人手短缺和资金缺乏，

吕峰只能带领社区的几个工作人员

亲自上阵，从 4 月份开始，她和同事

们的工作时间被调整为早上 6 点上

班，下午下班没点儿。

但让吕峰高兴的是，她们的努

力终于换来居民的支持，从 5 月份

开始，有居民开始自发组织起来，主

动清理自己所在楼道的卫生，另外，

还在社区的协调下成立了文明宣传
队，文明劝导队和环境卫生清查队。

在奎文东关街道的新华社区，

有着 8000 多户居民，沿街门店 125

户，由于商业网店尤其是个体户比

较多，破坏环境卫生和占道经营，成

为让社区工作人员最头疼的问题。

从 4 月底开始，100 多位社区
的居民开始组建起一支叫做“百姓

城管”的志愿者队伍，他们最大的
73 岁，最小的 30 岁，每天都带着小

红帽在社区里巡逻，担负起劝阻业
户占道经营，乱扔垃圾的任务。

利用街坊邻居的身份，这支队

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说起起这支

“百姓城管”，社区的书记李春荣非常

感激，在她看来，这些居民虽然没有
执法权，但是他们靠的就是脸熟，可

以让有不文明行为的社区居民变得

不好意思，在创城中起的作用很大。

在创城的过程中，政府扮演的

推动者的角色，也不可避免的引来

了质疑，有人认为，文明的真正实

现，说到底还是取决于公民文明素
质的整体提升，强制可以治标，却不
能治本。此外，非职能部门干部上街

执勤，势必给其本职工作造成干扰，

影响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行。

但是，在接受采访的人当中，从

领导到市民都对此不以为然。他们

认为，强调“强制”是必要的，正是在

此过程中，潍坊人可以对文明由不
习惯逐渐过渡到习惯和自觉，并将

其接受为规范，耳闻目睹间，对家乡
的自豪感增强了，精神也振奋了。

政府和民众同台共舞，并对此

达成默契的一致，这才是文明将得

以持久的最可靠保证。

创城留下的，不仅仅是称号

在潍坊人的记忆里，几乎每年

都有一个口号叫得响亮，从“节水城

市”、“卫生城市”到“园林城市”、“文
明城市”，几乎每一年都有人在抱

怨，创城创出了什么？

创城创出了什么？这在奎文区

城管执法局副局长赵建国心里有着

清晰的印象。1994 年，赵建国刚进

入奎文区武装部工作。那时潍坊正

在参与创建省级卫生城市，在赵建

国的印象里，当年潍坊城区大街小
巷，甚至无一个像样的公共厕所。但

是那一年，因为创城，潍坊建起了
27 处公厕。

1995 年前，潍坊没有任何一条

人行道进行过硬化，也没有垃圾填

埋厂。在创建全国卫生城市期间，潍

坊铺平了人行道，在浮烟山等地建

设了垃圾填埋厂和污水处理厂。

创建国家级卫生城市，潍坊进

行了三河治理。创建国家园林城市，

潍坊全市进行大面积绿化……“每

一创都创出一个大硬件，小的方面

如修复路灯，清理垃圾方面更是多

得不胜枚举。”赵建国说，从上个世

纪 90 年代开始，一直参与“创城”的

他，见证了潍坊的每一个进步。

而奎文区文明办副主任安同进

感受更多的则是在市民素质方面。

安主任印象里，2008 年以前，随便

站在哪条街上观察，市民攀爬栏杆、

逆行，几乎随处可见。而现在，不遵

守交通规则的市民已经大幅减少。

他认为，作为一个领导者的角色，政

府领着市民踏上了文明城市的体验
之旅，一次一次的创城之后，当老百

姓认可、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那么

文明自然而然的就到了。

安同进说，“创城”结束后，一部
分市民不文明行为会出现反弹，这

是不可避免的。但十年后，再回过头

来看，潍坊市民的素质一定提升一

大步。潍坊市旅游经济研究所副所
长秦瑞鸿认为，如果创城成功，“文

明城市”将成为潍坊另一张城市名

片，它是城市文明的象征，会丰富潍

坊的城市内涵，将掀起一轮招商引

资的热潮。即使创不上，潍坊的收获

也很多。“创城”就像“亮剑”，需要一

座城市拿出莫大的勇气，将自己的

优点缺点一览无余地展现出来，并

努力去弥补自身的不足。

实际上，每一个城市，在发展过

程中都是不平衡的，因为历史和习
惯的沿袭，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

伤疤，这个伤疤或者是老居民区的

衰落，或者是背街小巷的混乱。要清

除或者是取缔一项长时间养成的不

良习惯，有时候，政府真的需要一个

理由，需要一个时机，来完成对市民

思想的改造，对城市硬件的翻新。

这个时机，于北京来说，它是奥

运，于上海来说，它是世博，而对潍

坊来说，它就是创城。

创创城城，，

政政府府与与民民同同台台共共舞舞
文/本报记者 于潇潇 庄文石 片/本报记者 吴凡 摄

“创城”到底是什么？它对居
民的生活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在

和记者的对话中，奎文苇湾社区

北巷子二号楼二单元的居民郭秀
会，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记者：从什么时候知道潍坊

在创城的？

郭秀会：从 4 月份就开始了

吧，居委会都挨家挨户的通知了，

出门也能看见条幅，现在楼上的

老大娘们都知道。

记者：你有没有参与？

郭秀会：参与了，社区的人太

少了，光靠她们干，太累了，也干

不过来，能帮上忙的就帮点吧，他

们也不容易。

记者：小区现在有变化吗？

郭秀会：有，刚开始那会儿还

不行，但是现在人们都自觉了，扔

垃圾的人少了，地上烟头也很少

见到了。

记者：遇到不配合的怎么办？

郭秀会：给他们讲道理，有些

人不大出门，不知道创城是个大

事，我就和他们说，不能让咱这

几户耽误了小区的大事，道理讲

到了，人就自觉了。

记者：要是创城一过去，一

切都恢复原样，

你不白干了？

郭秀会：创

城好几次了，也

该留下点底子

了，创城过去

了，看着这么

干 净 的 小

区，大家也

不好意思再

乱 堆 乱 放

了。

道理讲到了，

人就自觉了
一位普通市民的创城感受

一个多月以来，人们亲

眼见证着潍坊的变化。这一

切改变都源自于创城。在将

目标瞄准“国家文明城市”

之后，在每个创城时段，整

个潍坊都会紧急动员起来，

在政府走向前台，率先做出

表率之后，公众的积极性开

始被调动，在“文明城市”的

感召下，越来越多的市民积

极参与，创城不再是政府一

个人的战斗。在以创城为名

搭建的城市发展舞台上，政

府携手市民，同台共舞，文

明，就在政府与公众的互动

中来到了潍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