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铮矍
勤——

一个老人/用一把 头/感动了中国/感动了世界
一则寓言/用一种精神/创造着历史/创造着辉煌

在拥有 2.5 亿年左右地层的世界地质公园
——王屋山下，孕育了愚公移山的不朽神话。现
代济源人则传承了新时期愚公移山坚忍不拔、克
难奋进的拼搏精神，全力加快城市建设步伐，已
经将愚公故里建设成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
鲜明文化气息的精品城市。

近些年，富有奋发向上精神的愚公儿女紧
紧围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战略目标，以非

凡的勇气和魄力，在构建基础设施、完善城市功
能、提升城市品位上下大工夫，坚持“做精、做
全、做美”，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高质量建
设，矢志不渝，硬是将一个古朴的山乡小城建设
成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大走廊”，将这座新
兴城市精心打造成闻名遐迩的全国卫生城市、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环境综合整治优秀城
市……

济源市的文明城市创建始
于 1998年。经过十六年的创建
与坚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
获得了丰富的经验。

全国文明城市提名资格市
等近 20 项“国字号”的荣誉，可
以说，就是对十六年来济源创
建文明城市的最好诠释。

作为我省由县、到市、到省
直管市、再到省辖市的济源市，
记者对其发展轨迹，尤其是近
些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工作
历程，进行了持续的关注和观
察。记者最深的感受就是这座
城市的“厚积”与“薄发”。

让我们先看看这座年轻城
市的“薄发”之处有哪些——

通过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领导网络访谈
等形式，加大政务公开力度。积极构建完善监
督平台，“12345”市长热线运行管理经验在全
国推广。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并
联审批等新机制，有效提升了行政效能。

信息化步伐加快，“数字济源”地理空间框
架建设通过国家验收，被确定为国家智慧城市
试点示范市和第二批国家低碳城市试点，荣获
全国可再生能源示范市称号，连续三年被评为
河南省精细化管理优秀城市，荣获河南省宜居
城市称号，城镇化率高达 53.4%。

连续七年大力实施“十大民生工程”、“十
大幸福工程”，累计完成投资 20余亿元。率先
在全省实现城乡养老保障全覆盖、医疗保险全
覆盖、乡镇体育健身工程全覆盖、农民体育健

身工程全覆盖、0-6 岁贫困残疾儿童抢救性康
复全覆盖，在全省率先实施被征地居民养老保
障制度，率先实现手机刷卡乘车，率先推行“先
诊疗、后结算”服务模式。

大——
有人说它很小/是个小城/但却/小得文明/小得美丽/小得富强
也有人夸它很大/夸它/心胸很大/气度很大/志向很大

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
市、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城市、全国双拥模范
城市、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全国水土保持示
范城市、全国篮球城市、全国体育先进市、全国
文化模范城市……在 18 个省辖市当中，这个城
市虽然面积最小、人口最少，而且最年轻，但济
源市干部群众的心胸却很大，眼光却很远，定

位却很高，各种荣誉不争便罢，要争就是国家
级的。

济源市城市虽小，但城市框架却拉得很开
阔、很大气，外围的大太行、大黄河，包容着中心
城区的大马路、大广场。在接近 100平方公里的
城区建成区面积内，人不拥，车不堵，交通时时刻
刻畅通有序。车走得顺畅，人心自然舒畅。

绿——
高的/矮的/大的/小的/粗的/细的/浓的/疏的/啊/满眼都是绿
马路边/小河畔/游园里/阳台上/庭院中/工厂内/啊/满眼都是绿

多年来，济源市坚持“树—花—草”式的搭配
种植，配以空地补绿、见缝插绿，使绿地面积每年
都在提升，园林绿化、庭院绿化、街道绿化各具特
色，城市绿化覆盖率、绿地率、人均公共绿地分别
达到 40.63%、38.02%和 10.86平方米，人居环境日

益改善。
记者在济源市看到，这里的每一条马路都是

乔木、灌木、草坪搭配，随时随处都可以见到各具
特色的雕塑小品和休闲娱乐空间，城区到处都笼
罩在浓浓绿意当中，仰天深吸一口气无比爽快。

净——
大街上的瓷砖/已经快要被擦成镜子了
湖泊里的波纹/已经比镜子还要亮了
碧空中的白云/已经全部飘进镜子里去了

到过济源的人，无不夸这座城市的干净和整
洁。既有人赞叹这座城市像是沿海城市一尘不
染，也有人夸奖这座城市像是高原城市天蓝云
白。这里的干净，表现在方方面面，比如与其他
城市不同的是，这里很少能看到摆摊设点的。记
者在济源市的大街小巷发现，这里不管是修鞋

的、打气的，还是卖蔬菜、贩水果的，都是进店经
营，规范有序。即使是在夏天西瓜上市的时候，
相关部门也会为那些瓜农免费发放一些果皮桶，
做到摊摆在固定点，皮扔在果皮桶，没有一个人
愿意让自己的一块瓜皮或是一个纸片而破坏这
里干净卫生和谐的氛围。

动——
广场舞/太极拳/健身操/迪斯科/处处是运动的旋律
篮球/网球/足球/排球/乒乓球/处处是运动的身影

济源处处动感十足！
这里是首批八个“全国篮球城市”之一，曾经

一度是河南男篮和女篮的主场所在。在市中心，
这里拥有一座可容纳 2 万人的设施一流的篮球
城和训练馆，中美、中澳等 200 多场高水准的国
际篮球赛事在济源篮球城举行；在镇（办），全市
500多个村（居）全部拥有标准化的灯光篮球场。
篮球夜市、农民篮球赛、职工篮球赛、公务员篮球
赛、中小学篮球赛等名目繁多的篮球比赛，每天
都在不同的比赛场地轮番上演。“全国篮球城
市”——真乃实至名归。

我们探究的不仅是画卷的美丽，更是成就如此美丽画卷的长期以来的“厚积”——

健全工作机制——
有了钢性的/韧性的/持续性的/机制
就有了强劲的/强硬的/强有力的/落实

济源市成立了市委书记、市长分别担任政
委和指挥长的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指挥部，设立
了 14个由市四大班子担任组长的专项工作小
组，近些年累计投入精神文明建设和文明城市
创建资金达 18余亿元，确保了创建工作高效推
进。

每年召开高规格的创建工作动员会、专题

讲座等，努力发动全民参与，系统普及文明知
识，凝聚了共创文明的强大合力。

济源市坚持把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经济社
会发展规划、目标绩效考核和年度工作重点，
制定了 20余项工作制度，将 723项文明城市创
建任务细化落实到具体部门和人员，确保各项
工作落到实处。

提高市民素质——
一次次善举/一个个榜样/一回回争优/人心在温暖
人人做善举/人人学榜样/人人在争优/素质在提高

从 2007年开始，持续实施全民文明素质教
育工程，免费发放文明教育读本 80余万册，大
力开展文明城市清洁行动、十大不文明行为集
中整治等活动，广大市民文明行为习惯逐步养
成、文明素质明显提升。

坚持每两年开展一次道德模范评选活动，
并组建道德模范宣讲团，受教育群众达 30多万
人次。开展“十佳系列典型”、“愚公家乡好少
年”、寻找身边好人等评选表彰活动，收到了用
先进典型带动社会风气好转的良好效果。大
力开展“道德讲堂”建设，已建成机关类、企业
类、村镇类、学校类道德讲堂 120余个，开展活
动 400多场。

大力加强志愿服务队伍建设，组建市志愿

者协会，成立了扶残助残等 14 个志愿服务分
会，注册志愿者达 3万多人，为促进社会进步发
挥了重要作用。

注重综合提升——
历史曾经在这里凝结/因为它古老
文脉依然在这里延伸/因为它厚重
形象继续在这里升华/因为它文明

大力加强城乡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实
现集中供热、供气、供暖、污水和垃圾处理；积极
推进文化场馆建设，篮球城、文化城、科技馆、城
展馆、图书馆、档案馆等公共文化设施相继建成
投用，城市功能不断完善。

加大专业市场的管理力度，实施立体式绿
化，全面提升城乡形象。大力实施大气污染、水
污染和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工程，连续七年跻身环
境质量良好城市行列。实施网格化城市管理，形
成了环境优美、秩序优良、服务优质的城市形象。

着力改善民生——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民之生计/一切都为了一个好
出发点/落脚点/根本点/民生生计/一切都聚于一个点

济源市委书记何雄、市长王宇燕一致表示，将坚持不懈抓好城市建设管理，进一步从形象上
提升城市文明；坚持不懈推进思想文化建设，进一步从内涵上丰富城市文明；坚持不懈加快经济
社会发展，进一步从实力上巩固城市文明，努力把济源建设成一座更有实力、更具魅力、更加和
谐的现代文明城市！

文明——济源最美的诗篇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成利军

春天来的时候
如果你跟着一只蜜蜂
就能找到济源
这个太行山与王屋山相拥的城市
是大山里的花瓣

这花瓣是玉兰
高端大气
洁白典雅
广植在济源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花开的时候
济源城就像被白雪覆盖了一样
那站满了民众的世纪广场
散发着成团的香气
蜜蜂都忙不过来了
它们晕头转向在花丛里打转转
没有人打扰他们
他们和树木一样受到这个城市的礼遇
他们是这个城市款待的客人
喜欢去哪里散步就到哪里
每一个街道上都花团锦簇
绿叶干净纯洁
花朵甜美馥郁
道路宽敞通达
桥梁坚固安稳
社区灯光明亮
家庭甜蜜宁静
……

这花瓣是桃花
夭夭其华
宜室宜家
斜依在济源城的每一个村镇社区的篱笆墙内
从诗经开始纯真地笑到如今
桃花下的人们
脸上有纯净安宁的笑容
知道这个世界上万物都是好意
每一个人都会送来最真诚的祝福
迎面走来的都是久别重逢的亲人
怎样的好都不过分
拥抱吧，像亲人一样互相传递温暖
握手吧，如朋友一样在困难的时候互相支撑
热爱吧，就像从母亲的子宫里刚刚出生
相亲吧，文明的光亮点燃每一个人的内心
济源城里住的都是亲人
面容和善端正
笑容满面春风
举止斯文有礼
话语温婉动听
邻里相亲相爱
同事如父如兄
……

这花瓣是心香
从愚公开始就开放在济源人心中
那就是愚公移山 敢为人先
有点北方人的倔强
也有点太行山的勇敢
给美丽的济源城再添一点好吧
那就是全域济源、一体发展
生态济源 秀美玉川
环保节能 低碳发展
看，一个个冒烟的小工业已经关闭
听，多年没有的丹顶鹤在城市上空歌唱
找，再也见不到苇泉河污浊的河水
闻，空气清澈得像走进森林一样
外来的投资人呵被花香熏得微醉
直把异乡当成了故乡
领导殷切诚恳
产业成片成链
项目投产快速
园区就如花园
问题全程代理
困难提出就办
……

呵
春天来的时候
如果你跟着一只蜜蜂
就能找到济源
心好花亦美
城美人亦善
每个人的笑脸
比春花还灿烂
来吧
文明新济源
宜居又兴产
住进来上慈下孝，儿孙满园
住进来兄亲弟恭，友仁亲厚
现在，请跟着一只蜜蜂
来到文明济源——

如果你跟着一只蜜蜂
——济源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诗歌纪实

作者 王小萍

济源市委书记何雄与网民进行在线访谈 济源市市长王宇燕为受赠贫困学生颁发善款

山区小镇如置画中

广场文化如火如荼

道德讲堂上，礼仪老师在示范正确的坐姿

群众文化生活
幸福快乐多彩

市民自觉把公共自行车摆放整齐

市民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题公园
观看公益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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