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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文明之路
越走越宽，百姓的
幸福之感就会越
来越强。

“出了门就
到 图 书 馆 ，太
方便了！”在濮
阳市水景湾社
区居住的刘晓
娜告诉记者，自
从市图书馆的社
区分馆开到家门口，
孩 子 周 末 不 再 沉 迷 游
戏，而是与她一起徜徉书海。据
了解，这样的社区分馆在濮阳有
20个，与市图书馆新馆、老馆形成
无障碍借阅、大流通服务，市民有
书可看、有地方看书，“书香濮阳”
沁人心脾。

为民创建、靠民创建，是濮阳
文明创建的最大特色和亮点。濮
阳以群众关注为重点，以群众满
意为标准，把创建文明城市办成
一场坚持以人为本、改善民生的
生动实践，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大
力发展社会事业，不断完善社会
服务，人民群众切切实实感受到
创建带来的变化，享受到创建带
来的实惠。

今年“十一”长假，濮阳市区的
东湖西湖、马颊河体育公园等“新
兴景点”游人如织，并成为朋友圈
的“明星”。

濮阳市加快城市水系和公园
建设，“九河贯城、九湖映城、五泽
润城”的城市生态水系多环成网，

“三带、双环、百园”的城市生态绿
系稳定成形，营造了可持续发展的
生态环境。不久前，濮阳成功跻身

“国家森林城市”之列。

路 网 建 设 再
发力，濮阳打通多
条断头路，拓宽多
条主干道，为市
民出行提供了
极大方便。

出手治理
停 车 难、交 通
拥 堵 等“ 城 市
病”，新建一批

停车场地，落实一
批交通分流措施，重

拳整治乱停放、乱穿行、
乱闯红灯、酒后驾车等不文明交

通行为和违法行为。
文明在一个城市的流淌，不完

全依赖于宏大叙事，还更多显现在
细小的变化里。

“我们的小区是个老社区，原
来存在‘脏乱差’等问题，经过精心
整改，现在焕然一新，我们住得很
舒心，我们心里很激动！”濮阳市区
行政南小区 20多位老人，曾联名
致信市委、市政府表示感谢。

濮阳投入使用城市“满天星”
监控、数字化城管系统，以提升市
民幸福感、安全感，该市公众安全
感指数、政法机关执法满意度指数
连续四次在全省排名“双第一”。
经过治理，全市 260多个“三无小
区”变成“三有小区”，变成群众安
心生活的乐园。

大到老旧小区改造、农贸市场
整治，小到更换楼道灯、清除乱涂
乱画，创建文明城市以来，濮阳市
共收集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具体问
题 3.6万余项，办结后获群众好评
率达96%。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
群众满意，是前进的永续动力！

濮阳：文明是永不停歇的幸福接力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道出了人们期盼
美好城市生活的强烈愿望。

文明花开，正是濮阳这座城市的幸福密
码。

濮阳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华夏文明的
重要发祥地。

噫吁嚱！仓颉在这里埋头造字，结束了
结绳记事的历史，华夏文明得以源远流长。

挥公制箭，推动了历史的进步，濮阳亦成
为中华张姓的发源。

“中华第一龙”惊世出土，华夏文明就此
“提前”了1000多年，“华夏龙都”实至名归。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诗经》收录
诗歌 305首，出自濮阳一带的《卫风》就有 39
首，文化浩浩汤汤，文明绵延不绝，“中华诗词
之市”花落濮阳。

作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传承基
地，濮阳市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有38项之
多，文化底蕴厚重坚实。

濮阳，向往文明生活，追求从未停歇。上
世纪 90 年代濮阳就立志创建文明城市，以

“热爱濮阳、增辉中原”“城市创三优、农村树
新风、行业争一流、人人做四有”为主要载体，
实施“濮阳形象工程”。1999年，濮阳荣获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先进城市。

“濮阳形象工程”是彼时精神文明建设的
龙头工程、系统工程，濮阳持续发力，孜孜以

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造林绿化十佳城市、
国家园林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城乡
绿化一体化试点城市、国际花园城市、首届中
国人居环境范例奖、迪拜国际改善居住环境
良好范例奖等荣誉纷至沓来。桂冠闪耀，濮
阳离文明城市渐行渐近。

2011年，濮阳被授予全国文明城市提名
资格城市。持续开展的“创新思想观念、优化
干部作风、优化发展环境”活动，克服了一个
又一个困难，办成了一件又一件大事，创造了
一个又一个濮阳速度，开启了科学发展、赶超
发展。

素质提高、文明风尚形成，不是一朝一
夕、一蹴而就的事情。濮阳市健全完善市民素
质提升制度，使道德、文明教育进社区、进企
业、进机关、进学校，形成常态化，做到全覆盖。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并非单纯地去争荣
誉，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创建，让城市品质进
一步提升、城市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让百姓
更幸福、社会更和谐。”在成功创建并蝉联全
国文明城市的今天，濮阳市委、市政府有着更
清醒的认识，做出了更长远的谋划：着力推进
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切实增进人民福祉，加快
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美丽新濮阳，促进濮阳由
区域边缘走向中原城市群改革开放前沿，为
中原更加出彩增色添彩。

文明濮阳，再度点燃激情。

欲建“文明城”，先育“文明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培养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强化教育
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
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
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要牢牢记呀
记心间。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坚定实
现中国梦理想信念……”在濮阳市的中小学
校园里，由濮阳人创作的全国第一首关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歌谣，乘着稚嫩动听的
童音，在城市的上空回响。

一直以来，濮阳市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提高公民素质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大力实施“凝魂固本”工程，坚持从一
点一滴做起，在教育中培养，在实践中塑造，
在舆论中强化，在文化中熏陶、在制度中保
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像空气一样无所不
在，市民素质得到极大提高和升华。

“不剩菜，不剩饭”“光盘行动，从我做
起”，这样的标语在濮阳的大小饭店随处可
见，文明服务、文明执法、文明经营、文明交
通、文明旅游、文明餐桌等“六文明”活动涵养
城市之德。

成立 20年来，濮阳市公用事业局“老李
服务热线”的铃声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响起，但

“老李”却始终保持着 100%的电话处置率和
处置及时率，98%的用户满意率。

以“全力干好八小时，用心做好手上事”

为主题的全民敬业行动已成时尚，中宣部全民
敬业行动工作经验交流会在濮阳召开，默默坚
守、无私奉献的劳动者谱写美丽的人生篇章。

每两个月发布一次诚信“红黑榜”，让守
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寸步难行。濮阳全面开
展诚信建设工作，创新形成“党政协同、双轮驱
动”的工作推进机制，初步构建起信用建设制
度体系。今年年初，濮阳市在年度总结表彰会
上对诚信建设工作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
彰，倡导了人人争做诚信个人的社会风尚。

濮阳市1400余所大中小学校、幼儿园全
面创建文明校园，利用重大节日开展向先贤
先烈献花活动、“童心向党”歌咏活动、“向国
旗敬礼”活动等，让“我的中国梦”主题教育实
践丰富多彩。2015年，濮阳被表彰为全国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去年，
该市 7所学校入选全国文明校园，成为全国
入选学校最多的城市。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为一项项主
题鲜明的活动，展现出濮阳精神文明建设的
连续性和创新性。用高尚情操撒播精神文明
的种子，濮阳收获了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
好道德风尚，收获了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
神状态。

立道德榜样，传道德力量，李文祥、李连
成、李全芳“三李精神”发扬光大，“好人群体”
不断涌现，濮阳有2人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
4人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50余人入选“中
国好人榜”，20余人入选“河南好人榜”，110
余人被评为省、市道德模范，濮阳处处散发道
德之光。

“ 我 开 一 天 出 租
车，就当一天志愿
者！”

21年前，从
中原油田病退
的郭志社为贴
补家用，到濮
阳市青春出租
车 公 司 开 车 。
年复一年，郭志
社累计免费运送
老年人、残疾人、困
难群众 1.3万多人次，设
法及时送还乘客落下的30多张
身份证、50多部手机、128只旅行
箱、30 多万元支票、23 万多元现
金；他还苦心解劝，把17条生命从
悬崖边拽了回来。

郭志社给自己的出租车起名
叫“雷锋车”。在城市川流不息的
车河中，“雷锋车”仿佛一首温暖的
赞美诗。

人人争当志愿者、人人投身做
公益，志愿服务已成生活习惯。作
为全国“志愿之城”试点城市，濮阳
实名注册志愿者已超70万人，市城
区每 3人中就有 1名注册志愿者。
在龙都大地，志愿者心手相牵，默
默奉献，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志愿服
务精神，扶危济困、敬老助残、关爱
自然、交通疏导、无偿献血……

濮阳在全省率先成立了学雷
锋志愿服务总队，下辖10个市直、
县区支队，200多个专业志愿服务
大队和600多支志愿服务小分队，
志愿者每年参与志愿服务的时间
累计超过1400万小时，涌现出“全
国社区学雷锋志愿服务联络工作
示范站”盟城社区志愿服务站、“河

南省志愿服务之星”杨
再华社区文明巡防
志愿服务队、“全
国 首 批 十 佳 优
秀共产党员志
愿 者 ”宋 丽 萍
等先进典型，
有 3500 多 位
空 巢 老 人 、
6000 多位农民

工、1.2 万多名留
守儿童、780多名残

疾人得到经常性的志愿
服务。

长效化、品牌化，是濮阳大多
数志愿服务项目的共同特点。“双
报到双服务”建设幸福社区、“邻
里守望”帮扶弱势群体，每月最后
一个星期六是“全民公益日”，各
单位组织志愿者走上街头、走进
社区，开展义诊、清洁家园等活
动，谱写了一曲曲感人至深的文
明之歌。

在文明荣誉殿堂里，仅国家级
别给予濮阳的认可和表彰就有 10
余项，中央文明办先后4次在濮阳
举行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仪式。

去年 9月，中国志愿服务基金
会与濮阳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启动

“志愿濮阳”专项基金，关爱“老石
油”、关爱失依儿童等项目公开接
受社会各界资金捐赠。通过建立
社会化的筹资融资渠道，濮阳为我
国志愿服务发展提供了一个创新
样本。

在濮阳的大街小巷，身穿红马
甲的志愿者随处可见，他们是城市
的形象大使，“志愿红”红出最美的
天际线。

每一座城市，都有其独特的印记。龙都

濮阳对“文明”尤为钟情，“文明”早已化入血

脉，融入精魂。

建市35年来，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濮

阳在文明城市的征程上从未止步——外修

颜值，内炼气质，厚植核心价值，深化改革创

新，引领道德风尚，塑造文明之都。

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一

次次挑战自我，一次次超越自我，梦想终于

化为现实：2015 年 2月，濮阳成功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2017年 11月，濮阳蝉联“全国

文明城市”。

这是当代中国城市综合类评比的最高

荣誉，是含金量最高、影响力最大、最具价值

的城市品牌。濮阳收获的不仅是沉甸甸的

奖牌，更激发了近 400 万龙都人民克难攻

坚、力争上游的万丈豪情。

文明是永不停歇的幸福接力。从新的

时代新的起点出发，奔跑吧，文明新濮阳！

□本报记者 王映

1 文明之愿

2 道德之光

3 志愿之城

4 幸福之约

文明之花分外香

爱岗敬业体现在危急时刻

美丽的文明城

梨园芬芳从娃娃抓起

龙都人民奋勇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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