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要将东西用锁锁上，这旮旯就成了
免费的私人“陈列”物品区。

铁锈斑斑的财富大桥已不再灿烂夺目，往日的辉煌
靓丽壮观，只能在市民的回忆中寻到模糊的片段。

在安居小区里，生活垃圾及杂物随意
丢弃，小区内犄角旮旯的卫生环境更是

“惨不忍睹”。

长寿街吉春路农贸市场路段，监管人
员下班，经营者们上班，占道经营乱象反
复不间断。

辽源人辽源人，，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环境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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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发展进程的加快，
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越来
越多的城市居民搬迁到居住环境
优美、配套设施完善、物业服务规
范的现代化住宅小区。但仍旧还
有一部分城市居民生活在无物业
管理，无主管部门管护，无人防、
物防的“三无小区”。长期以来，

“三无小区”环境卫生等方面存在
的诸多问题却不容乐观，直接影
响着居民的正常生活，让大家苦
不堪言。

私搭乱建棚户
影响“宜居”环境
3 月 17 日，记者走访了西安

区兴合小区，小区的居住环境令
人担忧，私搭乱建、环境卫生较
差、配套设施不完善……这似乎
成了小区的“顽疾”，令业主忧心
忡忡。

“小区内私搭乱建的棚户随处
可见，即影响美观又‘霸占’小区绿
化；小区车位紧张，一些车主把车
随意停在单元门口、消防通道上，
存在安全隐患。”兴合小区业主刘
先生反映的问题，已成了小区环境
卫生的“顽疾”。记者在该小区内
看到，大部分居民楼的前后都搭建

有大小不同的棚户，小区绿地和甬
路上私建车棚、私设地锁、自定义
停车位、圈地种菜等情况随处可
见。“现在的小区看不到绿化带，楼
道里还贴满了五花八门的广告宣
传贴，生活垃圾随意丢弃。”谈起这
些，小区居民张阿姨满怀期待地
说：“真希望小区状况能够得到改
变，我们也能享受到环境优美、配
套设施完善、管理规范有序的宜居
小区环境。”

“脏、乱、差”环境
影响居民幸福感
记者随后走访了龙山区安居

小区看到，小区内的道路已大面积
破损，部分路段垃圾堆积现象严
重，垃圾散落一地，散发出异味。

居民李大爷介绍说，“因为是
老旧小区，所以管理及设施都比
较落后，经常一些沉积的建筑垃
圾、越冬垃圾无人清理，导致小区
环境差，着实让居民心里不舒
服。冬天还好说，到了夏天，成堆
的生活垃圾引来蚊虫到处飞，不
堪其扰。另外，一些住户在楼外
的角落里堆放着各种杂物，瓶瓶
罐罐摆放一地。希望这些问题能
及早得到整改，还大家一个干净
整洁的生活环境。”

谈及此处的环境卫生时，居
民王先生介绍，他在这里生活四
五年了，小区脏、乱、差的现象一
直存在，这里也没有专门的物业
管理人员，只有负责清运垃圾的
人员，没有环境保洁人员，造成了
小区道路和楼道无人清扫，所以
小区环境卫生极差。

路是城市发展的命脉，道路的
整洁有序，关系着城市文明程度。
近年来，全市连续开展了市容市貌
整治活动，极大改善了城市的环境，
占道经营、“店外店”等不文明现象
得到了有效遏制。但是，仍有部分
不自觉的商铺、摊贩们无视执法人
员的劝告，依然我行我素，使占道经
营长期陷入“整治——回潮——再
整治——再回潮”的怪圈，不仅“抹
黑”城市形象，也给市民出行下了

“绊子”、增添了障碍。
乱现象“抹黑”城市
给出行埋下隐患
流动摊点、占道经营，这些问题

一直是城市管理中的“老大难”问
题，虽然执法部门经常巡查整治，但
部分商贩与执法人员“躲猫猫”的现
象，仍是无法杜绝。近日，记者走访
了我市一些街路发现，一眼望去，依
旧还有一些流动摊和临街商铺躲避
监管后，将经营物品摆放在行车道、
公共停车位或人行道上，导致了街
路拥堵、停车不规范，不仅影响群众
出行，更给市容环境“抹黑”添乱。

记者在吉春路市场路段发现，
每晚 16时左右，一些活跃的流动摊
贩准时出现在街路旁的马路边石附
近，将本就不宽的人行道路面侵占

得水泄不通，特别是“店外店”占道
经营现象较严重。许多商家为了自
己方便招揽顾客，把门前的人行通
道当成了自己的店面区域，在门口
搭起了“店外店”，不仅让道路拥堵、
嘈杂，各种垃圾也随处都是，严重影
响了城市环境卫生。家住唐人街小
区的居民张女士反映，这种现象已
存在多年，基本上是“久治不愈”，导
致拥堵狭窄、街面油垢、垃圾满地，
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的健康生活，希
望各相关职能部门出台相关政策，
彻底治愈“顽疾”现象，还居民群众
一个干净整治的居住环境。

露天市场变拥堵
让市民往哪里走？
龙山新城东大门路段如今成为

了一些流动摊贩们占道经营的地方
之一。由于该路口是小区主要出入
口，自摊贩们出现以后，使每天上下
班高峰期该路口就变得更加拥堵，
来往的车辆和行人都相互避让穿插
而行，行人过往增加了几分危险。

小区居民张先生反映，这个露
天市场一开始只有一些周边农民拉
着小车来卖菜，后来越来越多的商
贩集中在这里，导致本无经营空间
的街路变成露天市场，而且不断扩
张，将小区外的辅路和人行道通通

“霸占”，造成车人混行的现象。他
表示，因为露天市场开在了居民小
区外，极大影响了居民生活质量，造
成诸多的安全隐患。希望取缔露天
市场，还原道路交通环境，增加绿植
绿化，真正给市民一个安静整洁的
生活环境。小区业主于女士表示，
每天晚上开车下班回家，最难的事
情就是在小区道口堵车，由于路口
变窄，错车时经常相堵，进退两难。
希望有关部门对该路段进行整治，
让居民出行更顺畅。

这样占道经营，不好

城 市 街 道 是 公 共 场
所。干净、整洁、有序的街
道不仅是文明城市的象征，
也 是 市 民 舒 心 生 活 的 保
障。采访中，大多数居民表
示，希望各相关执法管理部
门的工作再延伸些，各类经
营者更自律些，这样才可变
堵为疏，不让“乱”现象再回
潮，从源头上消除这场本不
该发生的“战役”。

记者手记

居民期盼“三无”小区迎来“第二春”

小区生活环境好与
坏，居民们的感受最直
观。然而，这些部分欠缺
监管和管理的居民小区，
长期以来环境脏、乱、差，
公共基础设施缺失，是城
市管理“老大难”，也是群
众生活最憋屈、反映最强
烈、最期盼解决的事。采
访中，很多居民期待小区
卫生有人管、车有秩序停、
绿化有人养、休闲娱乐有
地儿去，使小区正逐步向
美丽家园转变，让“脏、乱、
差”小区迎来了“第二春”。

记者手记

说起城市生活环境
就不得不提仙人河黑臭
水体的整治。仙人河河
道及流经区域的环境是
我们辽源整个生活环境
的重要组成部分。仙人
河穿辽源城区而过，不

知从何时起，仙人河被污染。不管愿
意承认与否，被污染仙人河俨然已经
成了我们这座城市形象的一道疤，影
响城市人居生活环境。2018年11月
14日，仙人河黑臭水体治理问题被中
央生态环保督察组通报。面对通报，
作为辽源人我们除了感到震撼外，更
多的是要审视我们这座城市的生活
环境，反思一下仙人河水质被污染变
黑、变臭的深层原因。

仙人河黑臭水体形成的原因是
什么？从表面看，仙人河黑臭水体是
由于相关部门的管理失当、部分不法
企业的排污、两岸居民肆意倾倒生活
垃圾等原因造成河里的水质污染所
致。那么，相关“部门的管理适当、部
分不法企业的排污、两岸居民肆意倾
倒生活垃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
么？深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人们对城
市生活环境的重视度不够。人们对
城市生活环境从意识上不重视，必然
就不会有自觉的环境保护行动。仙
人河黑臭水体问题就是一面镜子，折
射出了辽源在城市生活环境方面在
认识和行动方面存在的问题。举一
反三，辽源要改变生活环境不优的现
状，创造美好的生活环境，首先要解
决人们的思想意识问题，从抓城市生
活环境就是抓发展的高度来认识城
市生活环境的重要性。城市生活环
境与辽源发展息息相关。没有优良
的城市生活环境，招商引资就没有吸

引力，各种人才就留
不住。对外资吸引不
够，城市发展的活力
在哪？留不住人才，
城市发展动力在哪？
缺少资金和人才，城
市的发展就是一句空
话。

思想是行动的先
导。人们只有认识到
城市环境的重要性，
才会想方设法去创造
美好的城市生活环
境。创造美好的生活
环境始于认识的提
高，最终靠扎实行动
实现。共同生活在同
一座城市里，创造美
好城市生活环境没有
旁观者，每一个部门
都有责任，每一个人
都有义务。为了创造
美好城市生活环境，
相关管理监管部门要
时刻反思站位高不
高？管理监管到不到
位？有没有针对性强
效果好的具体行动？
各个企业都要审视自
己在生产过程中是否严格按照环保
标准进行？有没有向天空肆意排放
不良气体和河流排放污水的行为？
每个人是否真正地认识到自己身上
的责任，是否能够真正地去行动保护
我们生活的城市环境？……只有生
活在这座城市里的每一份子都能够
对城市生活环境有足够的重视，有具
体实在的行动，我们的城市生活环境
才会越来越好。

天蓝水清
草绿花香
路宽灯亮

“出门好心情，居住好环境。”关
于城市环境打造与期待，老百姓始
终有说不完的话题。歌里唱：“谁不
说俺家乡好，谁不说俺家乡美！”生
态美，是城市的文明。家乡美，是城
市的脸面，也是辽源人十分重要的

“面子工程”。
近几年，我们欣喜地看到，辽

源不断优化空间布局，在完善城市
功能、洁净城市容貌、规范城市秩
序、提升管理水平、改善人居环境
等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工程建
设、道路改造、环境改善、绿化亮
化、住房宜居……这些老百姓都是
有目共睹的。但我们也不难发现，
相对于周边邻近城市，辽源还存在
着很大差距。近日，记者走访了城
市道路、城市绿化、小区亮化及环
境卫生、辽河景观带、桥梁建设等

处，仍旧看到了我们不愿见到的景
象：景观带杂草凌乱、广场设施老
化破旧、绿化美化残缺不全，小区
内私搭乱建、生活垃圾随意堆放，
公共场所吸烟、吐痰、随手扔，桥梁
老态横生、铁迹斑斑……

我们容易接受好的一面，但更
要勇于直面出现的问题。在家乡，
就要爱家乡。爱家乡，每一个单位
部门、每一位辽源人都有一份责任
在肩。我们期待看到家乡实现城市
品质的再升级、市民素质的大改观、
人居环境的再提档。

治标也要治本
抓市民素质很重要

市民吕芳是位有一说一的“辽
源随手拍”。出门在外，遇到随地吐
痰的、乱扔垃圾的、公共场合吸烟
的，她就“随手拍”后发到朋友圈，指
责这些不文明现象。遇到私家车乱
停乱放的、宠物出行不拴绳的、恶意
破坏公共设施的、市民闯红灯的，她

还继续拍。谈起“种种不文明现
象”，她有一番见解：“改善人居环境
是城市品质提升的重要目的之一。
提升城市品位，要从提升全民素质
抓起。希望辽源人能够共同打造家
园，人人都能做到不乱扔乱放、不私
搭乱建、不随地吐痰大小便、生活垃
圾有序清理、宠物出行安全管理，小
区车辆不再乱停乱放，这样才叫干
净的‘家’。”

打造“花园城市”
让四季花香四溢

“我家在辽源，2013年在梅河口
市经商，也经常去省内的周边城市
送货考察。不得不说，梅河口市的
人居环境很好，很干净，省城长春也
是道宽路净灯靓，这很值得辽源学
习。”辽源人齐广友说道。“我期望辽
源能打造‘花园城市’，以后我每次
回辽源，都能够看到绿荫成林、花香
四溢，漫步在辽源的大街小巷，四季
有花、处处见绿意。”

璀璨小广场
我在这里“放飞”自我

“广场是很多市民四季休闲的
首选之地。头几年，我惊喜地发现，
辽源有几处广场的夜景变漂亮了！
像辽河半岛、人民广场等，彩灯喷
泉、植被造型各异，冬季里也是花灯
缤纷。但我也发现，这几年，辽源人
总是往好的广场跑，造成人满为患，
着实让人感觉这样的广场还是少。”
市民苏亚贤说。“提个不太成熟的意
见，我希望辽源多建设几个靓丽的
休闲广场，还有完善健身设施配套，
让我们茶余饭后有地儿去，灯靓花
香的，心里多舒爽。”苏亚贤如是
说。

家乡美，则盼家乡更美；城市
靓，还望城市更靓；说实在的，老百
姓要的城市期待不就是天蓝水更
清，草绿花更香，路宽灯更亮，空气
更清新！辽源的“面子”提上去了，
老百姓的心里才越敞亮。

内容提要：
一边是城区道路尘土飞扬、垃圾乱扔、广告乱贴、摊位乱摆、车辆乱

停、违章乱建、污水乱排……一边是城市环境整洁有序、蓝天澄澈、空气新
鲜、居民小区干净卫生、市场布局合理……这两边的生活环境如果供你选
择，你会选择生活在什么样的生活环境？相信大家一定会选择后者。我
们都希望生活在美好的环境里，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生活环境的一分
子。作为生活环境的一分子，我们能为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做些什么呢？

老百姓期待的城市模样……
表
象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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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早下手，圈上围挡，这地儿就算
有主儿了。想建什么，自己说了算。

爱国卫生月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