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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城市环境改善是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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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如花园群众笑开颜

城市的美丽蝶变，归根到底，群众收获最
大红利。

汇港新城小区门前，景观石造型别致，喷
泉不断分散着夏日的暑热，小竹林生长茂盛、
翠绿欲滴……家门口清爽有序的环境，让这里
的居民每一天都充满了朝气和希望。

在这里生活了近 70年的白秋叶见证着这
里的变迁，对周围环境的变化，也颇有发言权：

“小时候吃不好、穿不暖都是常事，哪像现在，
不但住上了啥都有的高楼大厦，家门口也变得
像花园一样，以前哪想过能有这样的好生活。”

今年 64岁的居民杨华也是个名副其实的
“老郑州”，在他的印象里，最深刻的便是老坟
岗：“那时候有很多说书的、唱戏的，还有拉洋片
的，干什么的都有。有趣归有趣，但根本不像个
城市，现在的变化天翻地覆，简直不可想象！”

“城市是我家，美丽靠大家。”在民主路，
这句耳熟能详的话早已不是一句口号，而是
成了大家的共识，齐心协力、从我做起装扮自
己的家园。民主路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昕感

慨：“现在，大家都主动把车辆‘稍息立正，向
前看齐’，平日还和物业一起搞卫生。环境变
美了，档次提升了，大家也更加具有主人翁意
识了。”

环境变得高大上，沿街商户也跟着沾了
光。如家酒店店长洪玉芝颇为自豪地说：“酒
店出门就是花园，周边其他分店都嫉妒了。”从
甘肃来郑州做业务的司先生每天早上起来都
要到楼下的口袋公园转转，他说，酒店及周边
环境也是一个城市的形象窗口，民主路出其不
意的设计、以人为本的生态及文化理念彰显得
淋漓尽致：“最近越来越觉得郑州变化之大，主
管部门的用心、周到，值得其他城市学习！”

低调中有内涵，喧嚣中有宁静，民主路俨
然成了大家的心灵家园和网红打卡地。在这
里，你可以让匆忙的脚步慢下来、让躁动的心
静下来，仔细领略城市之美。但，城市变化只
有起点，没有终点，绣花的功夫、雕刻的艺术、
极致的追求、工匠的精神，为的是同一个目标
——家园更美，人们生活更幸福。

二七区民主路：文化融入风景 颜值气质兼修

让你慢下来静下来的“心灵驿站”
（上接一版）“民主路人行步道

和广场路面铺设融入‘海绵城市’
理念，采用 20厘米透水砂石垫层
及 10厘米透水混凝土，在保证路
面结构整体承载力的同时避免路
面积水。”民主路三级路长王利杰
介绍。雨过天晴时蓄存的水分可
以快速蒸发，彻底告别以往“下雨
一脚泥，停雨一身土”的囧像，脚下
的路不再沉闷，仿佛有了生命力，
学会了“呼吸”。

除了智慧雾森，解放路街道还
创新打造了“智慧城管”数据网络
——依托“TDM-慧民端”和 360
安防智能监控摄像头，建立“智
能+”远程监控指挥平台，随时掌
握辖区车辆停放、有无占道经营、
路面是否清洁等情况，做到监控无
缝隙、全覆盖，数据可记录、可追
溯，实现了从问题发现、案件派遣
到办理追踪、效果评价的一体化数

字化城市管理。今年以来，指挥平
台派发案件指令 4873 件，解决各
类问题4679个，解决率达96%。

早在几个月前，来到民主路的
群众就发现空中线缆不见了。解
放路街道将架空线缆全部入地，重
新铺设的盲道“另有玄机”——盲
道下铺设三道专用管线，将通信、
电力、监控线缆迁改入地，给城市
空间做“减法”，彻底清除城市“蜘
蛛网”。“这样一来，如果要改换线
路，只需打开盲道即可，避免了道
路反复开挖。”王利杰说。

民 主 路 人 行 道 树 下 设 置 了
“环形抱树灯”，盲道两侧设置七
彩条形灯带。到了夜晚，灯带流
光溢彩，配合着会发声的十二生
肖灯、华润万象城广场的“钢琴压
力灯”，在踩踏中奏出优美旋律，
混着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声，成
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文化浸润唤醒城区沉睡记忆

腹有诗书气自华。城市有了文
化注入，便会大放异彩、魅力加分。

众所周知，郑州是一座火车拉来
的城市。解放路街道以1906年郑州
火车站台为原型，设置了火车街头景
观展示区和“站台记忆”特色口袋游
园，让人流连忘返、回味悠长。

在民主路自由路东南角，便是
“站台记忆”口袋公园，道班房、铁
轨、候车椅一应俱全。走累了？就
在候车椅上歇个脚吧。身边娇艳
欲滴的红花绿草、如梦如幻的雾
森，对面的道班房、火车警示灯，让
人恍如隔世。

“呜呜……”一阵阵鸣笛声传
来，把人的思绪拉回现实，原来是

“文化列车”。“作为郑州百年商埠
核心区、第一战区日军投降处、中
原商战发源地，这里凝结着老郑
州的故事和印记，也是咱们郑州
独有的古老文化。”解放路街道党

工委书记王峰说。
街道在华润万象城广场按照

1∶0.5 的比例设置了蒸汽火车原
型，在车厢内打造“走解放路·读郑
州史”历史文化长廊。苏轼兄弟惜
别处，赋诗一首名留千古；位于现
商城大厦的日军投降第一战区的
签署地；对穆斯林影响深远的巴巴
墓；号称中国三大江湖场之一的老
坟岗……9 个地域历史文化逐一
呈现。王峰表示，现在的城市生活
节奏快、压力大，打造主题火车和
文化长廊就是为了让来到此处的
群众、游客能在喧闹的城市中安静
下来、脚步慢下来，好好品读一下
我们的城市，让这些城市一角成为
大家的心灵家园。

文化长廊着实吸引了不少群
众驻足品读、深有感触：“环境提高
的同时文化也不能丢，这才是咱郑
州的气质和内涵！”

一巷一景扮靓城市角落
一街一韵打造最美刘寨

本报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薛晓慧 文/图

建立噪音污染台账
发现一处整治一处

本报讯（记者 谷长乐 通讯员 周磊 侯焱翔）轰隆隆的施
工声、大排档的喧闹声、呼啸而过的车辆声……针对城市噪音
污染，我市建立完善的“噪音污染台账”，成立 9个督导组，发
现一处，整治一处，销号一处，并将整治情况纳入“路长制”和
城乡管理综合考评工作。目前共制止施工噪音污染 930起，
商业噪音污染745起，经营性娱乐场所噪音污染188起。

小区外卖扰民被暂停营业

市民周先生最近异常烦恼，他所居住的小区内开了一家
外卖加工点，来来往往尽是载着外卖箱的电动车，从每天上午
10时一直持续到晚上，尤其是晚上烧菜时产生的油烟及噪
音，严重影响上下楼居民休息。

金水区城市综合执法局指挥中心接到周先生投诉后，与
周先生详细了解噪音问题具体情况，并派执法人员赶到现场，
随后，通过将市民投诉的噪音扰民问题与该外卖加工点存在
的无证经营、食品卫生等其他问题集中归类，执法队员与辖区
民警、市场监管执法人员进行了联合执法。联合执法中，该外
卖店被采取了外卖平台下架、暂停营业、限期搬离等措施。市
民反映的噪音问题也及时得到了解决。

商业街噪音扰民被曝光

位于金水区郑汴路和建业路交叉口附近的一条商业街
上，不少店铺都放有高音喇叭，这让附近居民烦恼不已。刘
先生一家就“饱受”楼下商户的噪音折磨。据介绍，每天支
付宝、微信收款声，音乐揽客声等噪音不断，每逢周末，楼下
店铺的喇叭吆喝声更是高分贝，无奈，刘先生向执法部门进
行了投诉。

“来到就是劝止，他们就会把音量调小。执法队员一走，大
概半小时，他们又开始大声播放。”刘先生说，这种“噪音污染”
式的促销，根本不能起到宣传效果，反而会令人反感。

针对该问题，金水区城市综合执法局凤凰台中队一方面
联系物业加强巡查和治理频次，另一方面对个别噪音反复的
商家现场进行公开曝光，经过多方努力，该处噪音问题治理效
果明显。

加大夜间执法巡查力度

自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提升活动开展以来，金水区城市综
合执法局迅速开展噪声污染专项治理工作，制定《金水区城市
综合执法局噪声污染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尤其对居民集中区
周边，夜间 22时至次日凌晨 6时等重点时段，加大执法巡查
力度，确保辖区居民有一个舒适、愉悦的城市环境。

针对建筑施工噪声及屡次整改不到位的，协调第三方检
测公司第一时间进行检测、出具检测报告，依法进行处理。针
对噪声污染，该局下达整改通知单92份，已全部整改到位。

下一步，该局将加大巡查力度、严格执法标准，积极开展
第三方噪声检测，全面整治噪声污染。

绿城高歌迎宾曲
园林喜唱欢乐颂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 通讯员 齐红艳 文/图）昨日，绿城广场
圆满完成“迎民族盛会 庆七十华诞”氛围营造工作。

南门口“欢乐颂”主题花坛呈半圆形围绕喷泉东西延伸，长
100米，以三面迎风招展的红旗为核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八
个醒目大字点亮花坛主题。用高低错落的花卉组成七彩花带，喻
示祖国的繁荣之景，又象征了民族大团结和各民族石榴籽般的凝
聚力、向心力；另有不同运动造型的印象雕塑点缀，构成一幅团结
拼搏、欢乐喜庆的盛会画卷。

8号门花坛以“绿城迎宾曲”为主题，长 8米、宽 5米，设置运
动会会徽和“中中”造型，突出全国民族运动会主题，摆放海棠
花、绣球花，朵朵盛放如笑颜，高低起伏绘成跳跃的音符，似一曲
欢快的绿城迎宾曲喜迎各族同胞。

志愿服务走进地铁站

绿城“春雨行动”
文旅志愿服务精彩纷呈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刘春香）连日来，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精心组织，多措并举，扎实开展绿城“春雨行动”文化旅游志
愿服务活动。该局昨日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本月初，
绿城“春雨行动”文旅志愿服务共招募文化旅游志愿者11257名，
开展丰富多彩的志愿服务活动1254场。

围绕绿城“春雨行动”活动内容，全市文旅系统开展了系列文
化旅游志愿服务活动。其中，党员先锋学雷锋志愿服务大队“争
当文明先锋”，持续开展助力文明交通活动；郑州市文化市场综合
执法支队“春雨行动”志愿者在文化经营场所持续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市旅游
信息咨询服务中心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进行无偿献血活动。管
城区“春雨行动”文化旅游志愿服务大队推出“书香管城”精品品
牌志愿服务活动。中原区文化旅游志愿服务大队设立志愿服务
岗，为群众提供雨伞、雨衣，为环卫工人提供热水和休憩场所。

放眼全市，各县（市、区）“春雨行动”文化旅游志愿服务大队
及全市50个A级景区、市区80多家星级饭店积极开展文明旅游
知识宣传、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等志愿服务活动。金水区、经开区、
郑东新区绿城“春雨行动”文化旅游志愿者开展送文化进社区活
动，向群众广泛宣传介绍全国民族运动会相关内容。

走在惠济区刘寨街道兴隆铺西路，老槐树的树
冠笼住小街，白墙灰瓦上一幅惠济文化长卷铺展开
来，看得见绿色，望得见历史；在弘润路上，两边的
仿古围墙带来浓郁的怀旧风，街头的微景观为安静
的道路平添了一抹亮色。

背街小巷，关系到居民的生活舒适度和幸福
感。刘寨街道全面启动背街小巷“深度美颜”计划，
持续改善群众家门口的居住环境，提升宜居城市品
质，赢得了市民点赞。

“真的是大变样了，想想以前，弘润路脏乱差是
常态，现在干净整洁美观，路边还建有绿色小景观，
我们居住、出行不仅方便了，心情也变得愉悦了。”
一位居住在附近的居民说。“道路不仅变得整洁干
净，路边的文化墙看着也是赏心悦目”，兴隆铺路的
沿街商户表示。

辖区的改变看得见，群众的认可听得见，这样
的改变是怎样做到的呢？

街道认真梳理排查背街小巷存在的个性问题，
针对问题，结合“路长制”工作，制定专项整治方案，
找准问题切入点，有效解决道路存在问题。

针对背街小巷经常出现的占道经营、车辆乱停
乱放等问题，成立专项工作小组，联合交警、执法、

巡防等职能部门，采取在特定区域划定机动车临时
停车位、设置交通文明岗等方式整治交通乱象。针
对非机动车乱停放问题，合理规划非机动车停车
线，同时安排专人值守，进行及时劝导和引导。

通过开展党员志愿者、小小志愿者以及居民自
发的志愿活动，充分调动居民群众参与背街小巷环
境综合整治的积极性。定期组织召开社区、商户、
物业、群众代表等共同参加的联席会议，发动志愿
者队伍，常态化开展“文明劝导”“清洁家园”等志愿
服务行动，协调推进辖区背街小巷的品质提升。

在完善基础设施的同时，街道结合每条道路的
实际情况，遵循“一街一特色”“一巷一韵味”的原
则，挖掘历史底蕴，融入文化元素，凸显区域特色，
着力打造特色化的精品街巷。

走入位于兴隆铺路与沙口路交叉口的街角公
园，两侧文化墙展示了兴隆铺村的发展历史，浓郁
的历史文化趣味吸引了众多行人驻足。在兴隆铺
西路南侧文化墙上，精心描绘了郑州市的桥梁发展
史，可带领行人重温桥梁发展进程；在北侧文化墙
展现了大美惠济快速发展的历程。在弘润路上修
建了古色古香的仿古围墙，为单调的街景增添了一
抹浓厚的历史文化韵味。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林红 文/图）连日来，郑东新区团工委
联合市轨道交通分公司团委在各地铁站点内开展大手拉小手志
愿服务活动，进一步营造辖区文明出行浓厚氛围。

在地铁1号线农业南路站站点，记者看到来自市轨道公司、东
区各机关、街道的50余名青年志愿者及学生志愿者参加活动。活
动开始前，讲解员首先带领志愿者们参观了农业南路地铁站，并对
志愿者们进行了岗前培训，主要包括文明礼仪、安全防范、应急处
理等方面的内容。培训结束后，志愿者们身穿红马甲，头戴小红
帽，纷纷走上各自岗位，或在站厅进行购票指引、或在闸机前进行
文明乘车的引导。志愿者们还走出地铁站，到路面上开展志愿活
动，志愿者一起在道路两侧摆放共享单车、捡拾垃圾、引导行人过
马路、发放文明行为条例手册……用行动践行志愿者精神。

“参与这样的志愿服务活动，不仅能培养孩子们爱护环境、遵
守交通、文明出行的意识，更重要的是能带动更多市民养成健康
文明的行为习惯。”一位学生志愿者家长这样说道。

记者了解到，郑东新区团工委将围绕迎民族盛会为主题，持
续开展文明出行、文艺演出等多种形式的志愿者活动，引导和动
员更多青年志愿者、学生志愿者，以实际行动为营造“人人是郑州
形象，个个是绿城使者”的浓厚氛围。

人人是城市形象 个个是绿城使者
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