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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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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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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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中的“摆渡人”
本报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王怀民

冒雨在街头巡逻，帮助抛锚车主推车，救助被困积水中的
路人……他们被称为“最美摆渡人”。

昨日 14时左右，突如其来一场暴雨让出行的居民措手不及，二
七区建中街巡防队员王保喜和队友巡逻到陇海路京广路时，看到路
口西北角积水严重，一名 20多岁的女子骑着一辆自行车，被困在水
中步履维艰。王保喜看到后，连忙挽起裤腿走进水中帮忙，帮助女子
摆脱困境。

随后，巡防队员在陇海路京广路东向西的机动车道上，又看到一
辆轿车因发动机进水，无法行驶，被困在积水中。队员王保喜再一次
涉入积水里，和车主合力将车辆推到安全位置。 车主李先生激动地
再三道谢，称其为“最美摆渡人”。

一场大雨 邂逅感动
绿城因他们更美丽

志愿活动不停歇
商户居民一家亲

本报讯（记者 苏瑜 李京儒 通讯员 王博）“这样的志愿
服务活动太好了，接地气、传递正能量，真正让我们这些老
人感受到了温暖。”让二七区汇金社区老人赞不绝口的，是
该社区“一家亲”商户志愿服务队，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寒，这
些商户志愿者忙碌于各种类型的志愿服务活动，想居民之
所需，真正做到了和社区居民“一家亲”。

汇金社区地处郑大一附院附近，人流量大，各类人员混
杂，管理有一定难度。仅依靠社区居委会自身的力量远远
不够。2018年 8月，为了进一步提升市容市貌，建立“门前
四包”长效机制，汇金社区党支部将辖区内的商户组织起来
成立了商户志愿者服务队伍。

商户志愿者们除了负责自己门店前面区域的环境卫生
工作，定期擦洗自家门店，保持门前地面的环境卫生，还定
期开展社区清洁活动，在社区内捡纸屑，捡垃圾，对小区广
场内的烟头及白色垃圾进行清理。商户志愿者们还定期对
社区内的困难家庭及残疾人、高龄老人进行探访，不仅送上
慰问品，为老人清理房间，还听老人们讲述他们的亲身经
历，通过陪伴、谈心，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抚慰。

“社区老人的经历让我们了解到了生活的不易，关怀他
们的同时我们也收获了认可和感激，这也增强了大家坚持
志愿服务的信心。”一位志愿者告诉记者。

自今年 6月起，汇金社区“一家亲”商户志愿服务队又
参与到“文明交通”志愿服务中来，在辖区的服务点，开展文
明交通劝导活动，倡导文明出行新风。他们身着“红马甲”，
头戴“小红帽”，在服务区域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啄木鸟志愿服务队
督办与奉献两不误

本报讯（记者 张昕 通讯员 刘慧峰）绿城啄木鸟，诚心
服务一座城。记者昨日获悉，为助力环境综合提升，郑州市
数字化城市管理指挥中心党支部成立了“绿城啄木鸟志愿
服务队”，专门“挑刺”督办城市卫生死角整改的同时，并携
带工具快速整改，让绿城更净更美。

据介绍，数字化助力郑州市环境综合整治提升，补齐城市
管理短板的同时，指挥中心志愿者们变“督办”为奉献，投身于
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一线。他们身着志愿服装，冒着酷暑，根据
在平时工作中积累的经验，深入城市角落如三环立交桥下、绿
化带中、断头路等存在问题较多的区域，开展卫生保洁、清理
小广告、复位井盖、摆放共享单车等志愿服务活动。

创新问题处置模式，把督办数字城管案件与处置结合。
在外出督办协调案件时，志愿者们还随车携带工具，对数字化
平台中反映的宜快速处置的案件，立即进行现场义务处置。
据统计，自7月份活动开展以来，共在周边区域清理垃圾300
余处，处置井盖移位案件15件，清理小广告400余处。

老街也有“时尚范”一街一景“炫不停”
本报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惠峰 文/图

东西街巷“美如画”
南北干道“小清新”

本报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娄璞 班计划 文/图

“现在这条街干净整洁，通行顺畅，就像铺设的高速公路
新干线！”今年 64岁的安介宏，是体委东街绿云公寓居民，见
证了这里一天天的变化和美感。冬青、石楠、月季花开；石阶、
栅栏、街头小景，步入其中，让人心旷神怡。

体委东街紧邻商城路，与市体育馆一步之遥。沿商城
路向东 200 米许，还有一条南北向的管城西街，南北不足
600 米，东西宽约 10多米，打造得十分精致可人，浸润浓郁
文化气息。

“不敢说用尽绣花功夫，只能是下足啃骨头的劲头，让老
旧小巷穿上新衣！”新华社区主任曹振国说。体委东街、管城
西街……东西交错，长短不一。诸如此类的老街老巷，在老城
区随处可见，让旧街老巷换上时代的新装，是当前面临的严峻
问题和挑战。

“不舍昼夜，攻坚克难，倾力打造出彩空间。”北下街街道
办事处主任姚轲说。实施“靓化工程”，优化生活环境，秉承

“精细、人文，绿色、共享”理念，注重城市历史文脉，提升城市
的品位、品质、品相，培育居民群众家国情怀，努力让家园变得
更美、群众笑得更甜。

在体委东街改造中，3户居民拿出老照片，供片区整治
参考。管城西街先后 10多户居民，拿出自家培育种植的盆
景、花木和景观树美化街景。短短 20 多天时间，绿化补植
730 平方米，种植树木 120 棵，弱电、线缆和管网全部入
地。匠心独运，精耕细作，井然有序，旧貌换新颜，环境大
改观，一条条整洁靓丽的道路直通群众心坎儿。家住管城
西街的王喜梅，今年 63 岁，看到眼前的变化，心情格外激
动：“现在路宽了、灯亮了、道路平整了、楼院干净了，老百
姓心气儿顺了。”

盛夏时节，绿意盎然，路边鲜花盛开、芳香艳丽，美不胜
收。街道干净宽敞，车辆停放井然，居民走在美妙无比的街
巷，感受美好生活。体委东街和管城西街从脏乱差“摇身一
变”，成为市民休闲的打卡地，人们在这里拍照留影，一幅浓墨
重彩的美丽画卷铺展开来。

高新区
新增标准停车位3000个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 刘地 通讯员 方永生）“这真是太方便
了，终于不会因为把车停路边而战战兢兢的了。”家住高新区金
色嘉园小区的李女士欣喜地发现，她家门口瑞达路两边画了许
多带编号的机动车标准停车位。

据高新区停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标准停车位有 4个明
显标志：第一个是非常清晰的标线，标线宽度是2.5米，长度是6
米。第二个是必须有一个8位数字的编号。第三个是有一个箭
头的朝向，指示车头停放的位置。第四个是有明显的标识牌，上
面有停车位的管理单位、收费标准和监督电话等内容。

据了解，这种标准停车位在高新区有 3000个，分布在翠竹
街、莲花街、梧桐街、长椿路、须水河东路等地，每条道路上的车
位数量不等，但每组的第一个车位前有黄色标识，这种车位是残
疾人无障碍停车位。截至目前，所有标准停车位的画线工作已
接近尾声，少部分停车位还须进行编码和安装停车标识牌。

“因为行政审批等一些原因，现在标准停车位暂时不收取费
用，不过也导致了大量‘僵尸车’长期停放，停车位没有有效利用
起来。”区停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们也会加快标
准停车位的施划工作，让标准停车位的使用更加规范。”

为解决市民停车难题，高新区停管中心还计划推出车位错
时出租计划，让商场地下停车场夜间对外开放，为周边居民提供
夜间停车位，合理利用停车场资源，缓解交通压力。

机动车禁止驶入 非机动车设专门区域

地铁文化路站广场变敞亮了
本报讯（记者 刘凌智）自地铁5

号线开通后，处于市内繁华路段的
文化路站，紧邻市人民医院站，人流
车流量较大，由于机动车和非机动
车在该站广场随意停放，致使周边
环境杂乱无章。如今，经过交警和
办事处的联合整治，该区域周边交
通环境大变样，车辆停放井然有序。

昨日上午，记者赶到文化路与黄
河路附近，由于地铁5号线的文化路

站，目前仅在路口西北角处建成开通
一座出入口，因此该口的客流量较
大。据了解，许多市民出行选择骑行
电动车或共享单车至此选择换乘，在
5号线开通前期，这座小广场内停满
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在没有标识标
线的引导下，大家都是哪有空隙往哪
儿停。一个月前，交警一大队二中队
开始联合经八路办事处，对该乱象进
行治理，除了在广场内设置低护栏进

行隔离外，还分别规划了电动车和共
享单车区域，以明显的标识标牌引导
市民进行有序停放。

据介绍，车辆停放区域设置完
毕后，机动车无法进入广场，非机动
车大多能够有序停放。一个月以
来，每天都会有交警和办事处人员
在此执勤，针对乱停乱放的车辆一
律拖移。目前，该广场乱象基本消
除，周边环境敞亮了许多。

豫剧文化墙、河南方言一条街、
街角微游园……近日，二七区铭功
路街道的不少居民发现，辖区面貌
悄然发生着变化，市民在行走之时、
俯仰之间就能领略河南文化、欣赏
街头美景。

在铭功路与沿河路口，有一个
戏台子引起了过往行人的注意，再
往前走，沿街墙面上也都布满了与
豫剧有关的知识、豫剧名角等。文
化墙和戏台子前，不少戏曲爱好者
和过往群众在这里拍照纪念。

这是铭功路街道打造的“河南
豫剧文化之路”，既弘扬地方戏剧文
化，又为辖区戏曲爱好者创造了一
个展示才艺、品戏唱戏的好去处。

“以前啊，这些小街、老街很不起眼，
经过整治提升，不仅秩序井然，还让
大家有了驻足观赏的好地方。”附近
居民说。

“夜儿黑”“得劲”……在河南方
言文化墙前，过往群众饶有兴致地
品读墙上的河南话及其注解：“河南
话也是文化符号，这种接地气的普
及趣味十足，咱老百姓喜欢！”信步
来到铭功路与二道街口的口袋公
园，两张座椅并排放置于公园边，来
往行人可坐在椅上小憩，雾森系统
开启时段，烟雾缭绕，宛若仙境，过
往的群众不时拍照留影……

城市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展以
来，铭功路街道立足实际，只争朝
夕，着力打造“一街一景”。根据每

条街的居住人群不同，融入不同的
文化内涵。西前街是铭功路辖区的
一条老街道，地面油污大，墙体污损
更严重。“以前一进入这条街，扑面
而来的就是浓重的油污味道。我们
经过反复调研，了解到该区域除了
住着一部分老居民，租住在这里的
外地年轻人也比较多。我们立即行
动，清洁地面，美化墙体，以绿植、座
椅、花箱、微景观等充实到该街道上
来，装点那生动有趣的河南方言墙，
将该街道打造成了’河南方言一条
街’，使这条老街道变得时尚起来。”
街道负责人表示。

蔡玉英在西前街开干洗店已
31年。“街道环境越来越好了，我们

的心情也越来越好了。”说起辖区的
变化，蔡玉英开心地告诉记者。家
住铭功路180号院的郭玉娥说：“从
1985年起住在这里到现在，环境跟
以前比真是大不一样了，坐在院子
里乘凉，到街上散散步，觉得到处都
很干净。”

走访中，辖区群众说得最多的，
便是“很舒服”，这背后，是街道城市
环境整治提升工作的辛劳。街道负
责人介绍，一直以来，街道“绿城使
者”、路队人员、沿街商户群众等多
方联动，旨在通过一朝一夕的点滴
改变，让辖区从普通的老城变成有
品位、有内涵、整洁、宜居、时尚的新
街道。

“1+4+N”点线面结合推进

193万志愿者温暖绿城
本报讯(记者 苏瑜)记者昨日从市文明办获悉，“绿城使

者”志愿服务行动如火如荼开展中，截至 7月 28日，在“志
愿郑州”管理服务平台上注册的志愿者累计达 1933507
人，发布“绿城使者”志愿服务项目4442个。

为在全市普及“学习雷锋，奉献他人，提升自己”的志愿
服务理念，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进一
步推进全市志愿服务制度化，助力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
会，我市从上个月起，在全市范围内实施“我需要您，一起温
暖这座城市”为主题的“绿城使者”志愿服务行动。

据介绍，该行动采取“1+4+N”的模式点、线、面结合推
进。“1+4+N”即围绕“一支总队”——“绿城使者”志愿服务总
队，组建“四个重点”服务支队，由郑州市志愿服务联合会联合
各级各类志愿服务组织，形成社会志愿服务力量，实现“N线
并进”，全域、全民、全面开展“绿城使者”志愿服务行动。

全国最佳志愿服务组织、郑州市十大先锋党支部“郑州
市老年雷锋团”成为精神旗帜，“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

“单车猎人”等文明交通志愿服务项目吸引社会各界志愿者
参与，“银发路长”等志愿服务项目动员了社区群众加入，

“绿城妈妈”志愿服务项目推动志愿服务走进家庭……

在紫荆山路航海路交叉口附近，市政工作人员积水中疏通下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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