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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烟台台四四获获““文文明明城城””称称号号
是全省唯一、全国仅有的两个“四连冠”地级城市之一

本报记者 张琪

记者从烟台市文明办获
悉，烟台市的文明城市建设工
作，迄今已走过了20多年历程，
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来之不易。

从1993年开始，烟台市就
迈出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
第一步，到如今实现四连冠，
烟台的创城工作经历了几个
重要阶段。

1993年，烟台踏上创城之
路。作为创城的初级阶段，烟
台主要以建文明城市，做文明
市民为导向。在提出建设文明
城市，做文明市民的口号后，
烟台市委、市政府提出市民文
明、礼貌、有序的要求。

烟台市的创城工作到
1999年时迈出了第二步。

1999年，烟台被中央文明
委评为“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
作先进城市”，成为最早获得
这一荣誉称号的全国58座城
市(城区)之一。

2002年烟台市第二次进
入先进城市的行列。这两次先
进城市的称号对烟台市来讲
是很大的鼓舞。这说明烟台的
创城工作得到了认可，也取得
了成效。

2005年，创城工作终于开
花结果，当年烟台市首次获得
全国文明城市称号。

在2009年的全国文明城
市评选活动中，烟台市在众多
城市中脱颖而出，被中央文明
委授予“全国文明城市”称号，
并成为全省唯一连续两届获
此殊荣的城市。

2011年，烟台将文明城市
建设的任务要求落实到各相
关责任部门，形成了文明城市
建设的良好机制和强大合力，
实现文明城“三连冠”。

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实践，
烟台市进一步巩固了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成果，在实现文明
城市建设科学化、制度化上做
了有益探索，为实现“四连冠”
打牢基础。

本报3月1日讯(记者 张琪)
2月28日，全国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表彰暨学雷锋志愿服务大
会在京举行，烟台顺利通过第四
届全国文明城市复查，继续保持

“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自
2005年成为首批全国文明城市
以来，烟台至今已实现对这项荣
誉的“四连冠”。

全国文明城市是反映城市
社会文明水平的最高综合性荣
誉，是体现城市核心竞争力和综
合软实力的重要标志。烟台目前
是全省唯一、全国仅有的两个

“四连冠”地级城市之一(另一个

城市为包头)，这块“金字招牌”
给烟台市带来了极大的声誉和
效益。

烟台市全国文明城市的荣
誉越发沉甸甸。

2005年10月，烟台市成为9个
首批全国文明城市之一。

2009年初，经中央文明委对
首批全国文明城市复查确认后，
烟台继续保持全国文明城市荣
誉称号。

2011年12月21日，烟台实现
文明城市“三连冠”。

2015年2月28日，烟台获得全
国文明城市“四连冠”。

据悉，本届评选，中央文明
办对现有文明城市(区)不再组织
测评，而是采取与文明城市签署

《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责
任书》的方式加强动态管理，强
化文明城市自身的主体责任和
省(区、市)文明委的监管责任，委
托省(区、市)文明委复查。

最终，烟台市顺利通过第四
届全国文明城市复查，继续保持
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实现了
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全国文明城
市“四连冠”的目标。

在表彰大会上，龙口、莱州、
蓬莱荣获“全国县级文明城市提

名城市”称号，招远市蚕庄镇、莱
州市金仓街道仓南村、龙口市新
嘉街道王格庄村、蓬莱市大辛店
镇木兰沟村等4个村镇获得“第
四届全国文明村镇”称号，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五一三
所、烟台市自来水有限公司、烟
建集团有限公司、烟台市公交集
团有限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烟
台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烟台海
事局、交通运输部北海第一救助
飞行队等7个单位获得“第四届全
国文明单位”称号。莱州市教育体
育局荣获“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烟台市第四次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生活在这个城市中的每个人都在传播着这样一个振奋人心
的好消息，微信朋友圈里、QQ群里，大家纷纷传递利好。烟台十年“四冠”，荣誉背后有着太多付出和汗
水，城市文明的细节也在潜移默化中感染着每一个人，我们身边从来就不缺少文明的种子。

十年“四冠”的背后：

烟台早在1993年

就开始了创城

关键词一：

不再板着脸的政府

2月27日，市民刘女士的手
机里收到了一条发自烟台市公
安局出入境分局芝罘办事大厅
公众号的微信，名为《出入有境，
快乐无境》。这条原创微信汇集
了芝罘办事大厅与办证群众之
间日常的一些段子，里面的办证
群众有不会填表的，有忘带证件
的，常常让人哭笑不得。其中一
个段子是这样的：

一个挺漂亮的女士：“师傅，
你们这里刚刚开业吗？”

咨询台老吕：“大姐，我们大
厅是刚刚开始正式运营。”

女士：“那么你们新开张有
没有优惠啊？”

老吕一脸黑线，答：“对不
起，这个真没有！”

老吕是办事大厅协助大家
填表的一名协警，在芝罘办事大
厅的微信号里他频频登场，有耐
心，热心肠，犹如一个老邻居。而
有许多出入境手续办理方面的
知识、守则伴随着老吕和他同事
们的这些故事在市民中普及开
来，提高了不少效率，也无形中
让警民之间的关系一天天熟悉
和亲切。

刘女士说，以往许多人一提
起去政府部门办事，脑海中浮现
的就是诸如“森严的门禁，板着
的面孔，甚至个别人的盛气凌
人”等等。而近年来，很明显地感
受到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换了
一个面孔，在微信微博中，你会

看到一个司法部门的工作人员
称呼自己为“小司”，用着最流行
的热词和电视剧给你普法，时不
时 卡 着“ 滑 板 鞋 ”的 节 奏 ，

“duang”得你一乐。
烟台市公安局的官方微博目

前有86万的粉丝量，置顶的一条
微博加了#你宣我的造型吗#的
话题，下面照片中亮相的民警犹
如电影大片一样，持枪酷炫登场，
有市民在评论中高呼“安全感爆
棚”。春节期间，除了不断发布的
安全注意事项，一条福山消防发
布的微博也感动了不少人。“从吃
饭开始，已经17次火警了。煮饺子
的水已经开了好几回，就是下不
了锅，消防车库一直是空的。放烟
花的亲们都去看看春晚吧，请让
我们早点吃上饺子。”——— 有市民
感慨，这样一条微博，或许比硬性
的宣传消防安全更有力量。

“政府执法、管理方式的转
变，一定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刘
女士说。

关键词二：

关心社会问题的公民

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烟台
大学教授王全杰这几日一直在
关注央视记者柴静关于雾霾调
查的纪录片。在他眼中，无论是
柴静，还是不断加入的普通人，
都越来越多地关注起社会问题。

王全杰名为“忧国忧民王全
杰”的微博开于2010年左右，多数
是涉及一些社会、民生、环保、改
革方面的观点。在他的印象中，微
博刚开始评论只有几条、几十条，
近几年很多微博评论都能达到几
百条。目前，他置顶的一条关于公
务员公示财产和涨工资的微博转
发已经达到2600余条。

“新媒体的发展和互动性，
给了更多普通人思考、参与改变
社会的平台和热情，也让更多人
焕发出公民意识。”王全杰说，比
起地面干净，老百姓的精神面
貌、对社会的责任感可能是更深
层次的城市文明。“社会问题与
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当你发现
问题，会去思考，推动事情的改
变。一个城市外面的东西很容易
改变，心里的东西往往需要很多
人一起努力去改变。”王全杰说，
当我们在为烟台获得文明城市

四连冠而高兴的同时，去思考如
何“更文明”或许是更好的庆祝
方式。

记者打开本地一家大型论
坛首页，烟台人热议的话题中，
有人提出了遛狗时遇到的两件
小事：一位阿姨带着小铲子遛狗
却不是为了铲粪便而是直接接
着；一位大叔遛狗时绝不会在水
泥路面上让狗大便，一定要选泥
道。“文明不文明，衡量的标准很
简单，凡事能否多考虑和尊重别
人的权利和感受。”在帖子的结
尾，这名网友写下这样一句话。

在烟台本地论坛上，诸如此
类的关于社会问题的帖子每天
都有不少。

关键词三：

越来越多的文化圈子

3月1日，一场大型的动漫展
在烟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最后
一天的展出。东京食尸鬼、海贼
王、名侦探柯南……装扮成热门
漫画主人公的coser们“出没”在
各个展厅中。“这是一场喜欢动
漫的年轻人的盛大party。”烟台
大学生小于说，没想到来到这个
城市后，每年都有几场或大或小
的属于他们这个群体的动漫展。

足球、海钓、茶道、围棋、信
鸽、魔方、健身、摄影……目前在
烟台活跃着几十甚至上百个不同
类型的圈子。“越来越多的圈子，
代表大家对精神生活的满足，大
家不仅仅是忙于生计、赚钱，也去
享受、去交流。在我眼中，这是这
个时代一种新的文明。”刚刚步入
工作岗位，喜欢跟同事聚会的年
轻人小潘在受访时说。

说说一一说说文文明明““新新表表情情””

1日中午，
两名市民与环
卫工攀谈，聊
得十分开心。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本报记者 孔雨童

烟台勇夺文明城市四连冠，让“文明”二字再次成
为百姓心头的热词。长久以来，很多人眼中的城市文
明，往往与洁净的城市环境、井然的秩序、良好的市民
素质、爱心等等词汇分不开来。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在
不少人的眼中，文明也有了新的形态和定义。我们收集
了一些人眼中这个时代新的文明表情，重新定义的一
个个形态背后，是这个时代的变化。

透视文明细节

之之
新变化

今 日 烟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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