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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千余件藏品正在烟台市博物馆免费展出

本报3月11日讯(记者 韩逸)

解放战争时期胶东军区司令员
贾若瑜用过的砚台、胶东军区司令
部印制的作战地图……这不是哪
个国家博物馆集中展出的藏品，而
是烟台红色收藏家姜斌数以万计
私人收藏中的几件宝贝。近日，姜
斌将1360件胶东红色文化藏品捐给
市红办，目前这些红色革命史料正
在市博物馆免费展出。

“这个东西很珍贵，你在别处
很难看到。”这句话几乎要成为姜
斌的口头禅，但用来形容他此次
捐出的藏品，却一点都不夸张。每
一件藏品的获得都是他跑断腿、
磨破嘴换来的。其中最让姜斌难
以割舍的，要数胶东军区司令部
1947年12月份印制的胶东军区作
战地图。“红蓝铅笔圈出来的作战
路线，还原当时指挥布局的过
程。”姜斌说，百余张作战图十分
珍贵，囊括胶东境内重要军事地
形图。

“每个镇、每个县、每个村都
有。在战争年代，能把地图绘制得
如此细致，十分不容易。”姜斌说，
地图十分详细，那时候首长走到
哪里，地图就要随身携带到哪里，
只有作战司令官才有权力看。此
前，这些作战图一直在开国老将
军陈锐霆手中珍藏。老将军过世
后，姜斌坐飞机赶到北京，从老将
军家人手中收藏了下来。“这些地

图全都是手绘的，目前在市面上
已经成孤本，对研究解放战争史
具有重要意义。”

姜斌捐献红色文物的缘起，
要追溯到多年前的一批借条。这
批借条共计137张，是他从平度一
个老革命家手中收来的，折合粮
食五万多斤，上面还有老首长的
亲笔批示。当时有人出1500元一
张的价格想收购，他都没有松口。
姜斌说，看着这些借条，以前老百
姓支持抗战的故事就真实地还
原了出来。

“这些史料记录了真实的历
史，是红色文化的一种传承载
体。”姜斌说，后来他拿着这些借
条找到老首长，想确认借条的真
实性，老首长表示可以用这些借
条向民政部门换钱，按照市场价
格折算。“我说不要，后来通过老
首长介绍捐给中国人民革命军
事博物馆、中国人民解放军27军
的军史博物馆等几处博物馆。”姜
斌说。

除了从老兵手中收集红色文
物，姜斌机缘巧合地接触到很多
老将军。其中胶东抗大校长、胶东
军区司令员贾若瑜的砚台，就是
老将军亲手赠予他的。林一山存
阅的时事学习材料、刘汉使用的
公文包、王济生使用的墨盒和资
料筒……这些平时难得一见的名
人旧物，姜斌也捐赠了出来。

此次在市博物馆展出的藏
品，分为党的建设、民主政权建
设、军事斗争、支援前线、文化宣
传、侵华罪证六个部分，完整呈现
了胶东红色历史。“个人收藏，在
我手里展示不出来，捐出来才能
让更多人看到。”姜斌高兴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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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全民民参参与与，，打打造造““大大城城管管””模模式式
文明之花遍布街头巷尾，解读芝罘区文明城市创建“密码”

在文明创建的道路上，芝
罘区坚持打好“攻坚战”的同
时，更打好“持久战”，将测评标
准内化为日常工作要求，功夫
下在平时，走出了一条科学化、
常态化文明创建新道路。

自 2 0 1 3年以来，芝罘区在
全市率先破题建立文明城市
创建长效机制，抽调专门力量
组成创建办，全面负责综合协
调、监督检查、考核奖惩等工
作。将全区所有的区域划分为

1 4 0 0多个管理网格，将每个网
格的责任措施细化到每个街
道、每个社区、每个人，确保责
任到位、落实到位。将文明城
市创建长效机制建设工作纳
入全区考核“大盘子”，区政府
每年拿出专项资金予以保障。
将全国测评体系的所有指标
分 解 成 1 5 0 多 项 日 常 检 查 项
目，实行“月检查、季调度、年
度考核”，年度考核进行通报
排名，有效调动了各层面的工

作积极性。
在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

的基础上，结合芝罘区的实际，
将河道水源地治理、乡村文明
行动、出租小棚以及僵尸车整
治等内容，纳入日常检查，促使
长效机制向各个层面和领域拓
展延伸。现在文明城市创建在
芝罘区已经家喻户晓，成为各
级各部门的一项日常工作，文
明城市创建成果得以持续、长
效巩固。

▲姜斌在烟台市博物馆内介
绍作战图的难得之处。 本报记
者 韩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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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琪
通讯员 冬冬 雨浓

早春三月，一
个 好 消 息 振 奋 港
城，烟台勇夺全国
文 明 城 市“ 四 连
冠”。这一荣誉的取
得，是烟台市上下、
全体市民共同努力
的结果，更是每年
承担全市90%创建
任 务 的 中 心 城
区——— 芝罘区全体
干部群众探索维护
文明、自觉践行文
明的生动展示。作
为老城区，芝罘区
同样面临着如基础
设施落后、体制机
制不畅等文明城市
创建的瓶颈问题，
如 何 让 文 明 创 建

“外化于行、内化于
心”，成为提升市民
幸 福 感 的 有 力 跳
板？芝罘走出了一
条着眼文明、惠及
全民的特色创建之
路。

去年，芝罘区在全市率先
成立了由区委书记挂帅的城市
管理委员会，建立起“大城管”
模式，打破了之前城市管理“九
龙治水”的局面，将规划、建设、
公安、工商等34个部门和13个街
道 (园区 )全部纳入城市综合管
理体系，建立起统一协调指挥
体系和长效推进机制，让城市
管理半径最大化、效能最优化。

其中，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交办督办机制，由区领导、社会
监督员、城管工作人员、专职督
导人员以及第三方公司等各方
面力量共同参与，建立了多层
次、宽覆盖、多渠道的问题发现

机制。对于发现的问题，全部通
过系统派遣到责任单位，由责
任单位安排专人现场、限时处
置，实行城市管理案件的发现、
受理、派遣、监督、核查、绩效评
价的“一条龙”办结，提升工作
效率。目前，城管委每个月派遣
督办的问题就达到1500多条，保
证问题处结率达到95%以上。

此外，建立联合执法机制，
将城管、公安、卫计、文新、环
保、商务、市场监督、农发等各
执法部门纳入城管联合执法体
系，由城管委办公室统一组织
联合执法，并在法院设立城市
管理巡回法庭，专门负责处理

涉及城市管理的非诉行政执行
案件。在公安成立了城市管理
警察大队，负责城市管理安全
保障。

城管委成立以来，先后组
织开展了环境卫生、夜间烧烤、
户外广告、僵尸车等1 6项专项
整治活动，并投入专项资金，对
开展城管综合整治项目进行奖
补，取得较好成效。尤其是去年
8月份以来开展的“清洁环境·
美化芝罘”环境卫生集中整治
活动，累计清理卫生死角1250余
处、1 . 5万立方米。目前排查僵尸
车600余辆、清理380辆，收容违
规犬、流浪犬700余条。

让各种城市痼疾无处遁形

让文明之花常开不败

红色收藏家筹建胶东抗战纪念馆

姜斌出生在一个红色家庭，
祖父姜天芳是抗战时期的儿童
团长，外祖父姜中禄是牟平观水
镇的民兵队长，两人都是共产党
员。从小在家中听着长辈打鬼子
故事长大的姜斌耳濡目染，对红
色文物有着难以言说的偏爱。自
从1987年在牟平姜格庄镇一位老

党员家中淘到100多个毛主席像
章后，姜斌收藏红色文物的脚步
便再也没有停下来。如今，他个
人收藏的毛主席像章已经达7万
余枚。其中2万枚陈列在他2004年
私人投资建起的“毛泽东像章珍
藏陈列馆”内，供市民免费参观。

姜斌说，现在国家出台了鼓

励私人收藏的新政策，提倡个人
建馆，让包括他在内的收藏界人
士很受鼓舞。他准备在牟平区龙
泉镇龙泉湖西山筹备建立胶东
抗战纪念馆，建成后将向市民免
费开放，争取打造成激励后人的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本报记者 韩逸

相关新闻

芝罘区在文明城市创建过程中，
始终坚持以群众满意为最高标准，注
重发挥群众监督的力量，致力于构建
全民参与的无缝隙文明创建大格局。

组建了由200多名不同层面群众
参与的“文明使者监督团”，随时发现
提报问题，由区创建办及时分解、反
馈给相关责任单位，并督促整改，同
时向群众反馈整改情况，目前“文明
使者”反馈问题的整改率达到90%。

开展“社情民意”大走访活动，所
有机关干部在工作之余走进每一户
居民家中，广泛宣传深化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提高群众的知晓率。面向全
体公众开展“拍陋习·秀文明”随手拍
活动，并在有关媒体及区政府网站开
设“曝光台”栏目，对外公开举报电
话，用群众舆论的力量督促相关责任
单位及时整改。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2000多个重
点、难点问题，芝罘区开展了多次集
中整治活动，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
排查整治。环境卫生方面，对600多个
点位上的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农贸市
场方面，专门成立市场管理委员会，
组建区商务执法大队，配备人员进行
日常执法监管。对工人子女小学、祥
和中学、万华小学、烟台五中、二中北
校等 2 0多所中小学周边的网吧、
KTV、流动摊贩等进行规范、取缔。在
全区所有的社区宣传栏、广场电子屏
等处，播放24字核心价值观，投放城
市公益广告2 . 3万多平方米。

让文明创建

真正靠民、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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