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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辽源 幸福绽放
五月的辽源，绿意盎然、色彩斑斓。在这醉人的初夏景色里，处处可见“创城”带来的喜人变化：公园广场，新绿伴着花

香，市民们在这里锻炼、放松，感受生命、释放活力；居民小区里，鲜花绽放、花香袭人，随时随处可以看见老人和孩童在享受
悠闲时光；街路旁，新植的绿柳和茂盛的树木排列成行，被清洗过的公交候车亭焕然一新，等待乘车的市民们正在观看站台
展示窗内的“创城”宣传画；景观带、绿化隔离带内，缤纷的花卉和新品种的绿植被排列组合成纵深成景、四季不同的各色景
观，等待市民慢慢发现其中之美……伴随着浓浓绿意，整个辽源焕发着勃勃生机，辽源市民的幸福感正在不断提升。

5月 7日下午，吉岭小区的几位业主坐在小区院
里晒着太阳。伴着业主们的交谈声与几个孩子玩
耍的笑语声，不时有阵阵丁香花的幽幽清香随风
悄然而至。正在和几个老邻居一起聊天的小区居
民王丽华说：“以前的吉岭小区院内全是杂草，夏
天里小区的蚊子比较多，都不敢在楼下纳凉，更
不敢让小孩子接近草丛。现在，经过改造升级后
的小区环境质量提升了，从初春的满树鲜花、丁
香花香气扑鼻，转眼又是夏日百花盛开，居民们
的日子也如这些景色一样越来越好，我们切身
感受到了‘创城’为百姓生活带来的美好变
化。”

绿化是小区环境提升的重要内容之一。
面对老旧小区原有的小区绿化、裸土区域杂草
丛生以及小区内居民私自开小片荒等问题，市
住建局本着“一区一案”原则，在保持小区既
有风貌的同时，充分利用现有的地形地物，从
总体布局、竖向设计、空间组织、立面造型、园
林绿化等方面，创造一个具有地方特色、自然
和人工景观融为一体的景观环境。精心布
置的区内道路和园林绿化景观，通过花坛、
草坪、花卉和乔、灌木树种的孤植以及丛植、
对植、带植等，点、线、面结合、平面绿化和垂
直绿化相结合，同时又在空地穿插布置开放
空间，高低错落，空间组织和景观层次有开
有合、有收有放，在改善居民居住条件的同
时，也促进辽源市整体建设，打造更文明宜
居的生活环境。

截至今年 5月，我市 2019年至 2022年
市本级共启动改造的 102个老旧小区全部
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其中，2021年市本
级 53个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也已全面开工，
按照先基础、再提升的工作思路继续进行
改造升级。

5月 5日上午，在玉圭园一期
小区院内，江河物业公司的几名
工作人员正在对刚栽种完的
5000 株绿植花卉的周边环境进
行清理。今年 5月，玉圭园一期
小区内陆续移植和补种了 7000
余株花卉和绿植。按计划，小区
今年将新增微景观 4处，绿化面
积新增 500平方米。小区物业人
员介绍说，为做好“创城”工作、
给业主更好的居住体验，小区环
境每年都会有新变化。比如近

两年就新增了“创城”宣传的景
观小品，还有“宠物便便箱”。今
年不仅对小区内绿化区域进行
了美化升级，还在小区内车多的
区域设立护栏，并计划进行游乐
区域的改造。

据了解，为提升市区居住环
境、进一步开展“创城”工作，近
日，在龙山区区级领导的带领下，
区住建局、街道社区及相关部门
组成五个联合检查组，对全区196
个物业小区进行检查、暗访，监督

指导各物业服务企业按照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标准，查漏补缺、
除旧布新，完善小区各项“创城”
元素。全面开展小区环境整治、
高层建筑安全生产大排查行动，
针对越冬垃圾、垃圾清运、乱堆乱
放、违法建筑、占用消防通道、电
动车乱停私接飞线充电等问题进
行专项整治。在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的同时，各项工作齐头并进，为
创建安全、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
不懈努力。

小区增绿添花卉 物业服务有措施

5月5日上午10点多，在人民
大街嘉乐花园公交站点，市公交
公司的“创城”志愿者们正在对公
交站点进行清洁。他们手持抹
布、水桶和滚刷，细致地擦洗着站
点的长椅、立柱、站牌和“创城”宣
传展示栏。

据了解，为开展好“创城”工
作，市公交公司结合本职工作开展
了一系列“创城”工作。重视安全
教育与管理。对驾驶员进行多种
形式的综合性教育培训，强化安全
教育，利用“三检制”和定期不定期

检查排查事故隐患。提升文明服
务能力。教育广大驾驶员做文明
交通行动的宣传者、践行者、维护
者，同时利用公交站牌、公交车厢
张贴公益广告，进一步约束、提升
驾驶员整体素质的同时，也影响并
带动身边人倡导文明、践行文明。
铸就员工进取精神。以“星级驾驶
员”“见义勇为好司机”“党员示范
岗”等主题实践活动为载体，坚持
不懈地将思想教育抓在平常、融入
日常。持续整治站容车貌。把站
亭站牌、车容车貌作为助力我市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重要举措，
通过对车容车貌、站亭站牌进行
专项整治，切实解决存在的脏乱
差问题。延伸志愿服务触角。弘
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
服务精神，坚持开展维持公交营
运秩序、清洁公交站亭站牌、向居
民宣传《辽源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等系列志愿服务活动。完善
投诉处理机制。在公交车内张贴
公交服务热线电话号码，并安排
专人处理乘客的咨询、投诉和
意见建议。

公交车站“洗澡”忙 “创城”服务屡增强

5月 6日，在市委广场临街的几株大树
旁，几名园林工人正将一株株串红栽入树池
中，不远处还能看到其他园林工人忙碌的身
影，共 50名东吉养护队的工作人员正在进
行花池和绿地的花卉种植。此时的市委广场
一眼望去，红艳艳的串红、金色的万寿菊、粉
红色的三色槿组合在一起，错落有致的花卉
汇聚成不同的图案，装点在广场的各个角落，
为整个广场增添许多新亮点。

经常来市委广场遛弯的市民张新跃说：
“辽源冬长春短，前些天才刚刚有些绿意，一
夜之间桃花、杏花就全开了，可惜这些花的
花期太短了，我们还没看够，花就都落了。
这几天到处都能看到园林工人们辛苦栽花
的身影，看到广场上这些五彩六色的鲜花，

让人的心情也跟着迈入初夏，整个人的精气
神都跟着变好了。辽源开展‘创城’工作这
几年，真是给市民的生活带来了许多美的享
受，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我感到特别幸
福。”

据了解，为打造文明辽源、开展好“创
城”工作，我市园林部门于5月3日开始，
对新增福镇大路新段、宪法公园、西安
公园等广场、公园、隔离绿化带、沿河
景观带以及路旁装饰花筐等区域进
行花卉种植。今年主要选用串红、
三色槿、万寿菊、牵牛花等花期长、
适应辽源地区天气的花卉品种，为
市民打造一个更美丽灿烂的夏日
辽源。

姹紫嫣红争奇斗艳 花卉景观扮靓辽源

5月15日下午，在市委广场一排椰树下，
几位穿着时尚靓丽的阿姨正在这里兴奋地拿
手机拍摄照片和视频，向亲友们展示着自己
新发现的美景。家住教师新村小区的万丽就
是这些人中的一个，她喜欢摄影，平时就经常
到市委广场拍摄鲜花和行人。最近，她在广
场一角发现了一处由椰树、桂花、铁树和五彩
草等亚热带花卉树木组成的景观。想起已在
海南定居的儿子，万丽说：“我把这片充满东南
亚风情的景色拍成视频给儿子看，他看到后也
非常惊讶，说没想到咱们老家也能种活椰树，我
的大孙子更是特别兴奋地说今年夏天放暑假要
回辽源和小椰子树拍照合影。”

据了解，为做好“创城”工作、提升辽源城市
环境，我市特引进一批适合北方气候的东南亚品
种绿植，精心打造一片异域景观，使广场花池、道
路隔离带以及附近沿河景观带共同组成充满亚热
带风情的特色区域。目前，我市亚热带景观有十余
处，品种包涵了椰树、针葵、变叶木、红叶铁、铁树、
鸭掌木、五彩草、观赏谷子等更适应辽源室外环境
的亚热带观赏花卉，等到天气转冷，也会做好对不适
应辽源地区冬日室外环境的桂树等植株的移栽工作。

靓丽城市增新景
各地绿植展风情

五月的辽源，绿树成荫、百花
绽放。在辽河半岛月亮广场，成
片的各色郁金香亭亭玉立，引来不
少市民围观和拍摄。这片郁金香
的种植是我市园林景观的一次全
新尝试。园林中心共种植 13个品
种、10万余株郁金香，这些花卉品
种花期长、色彩艳，更适宜辽源地
区气候特征。

市民李阳原本是陪着妻子和
女儿来月亮广场看看，来到这里，
他自己忍不住也让妻子帮忙拍几
张照片留念，还特意挑了几张满意

的发朋友圈，向朋友们炫耀自己发
现的美景。他说：“对美的喜爱是
每个人的天性。看到这些怒放的
郁金香，我感受到了生命的纯粹
与美好。我一直以为郁金香不适
合辽源地区的气候，没想到在自
己家门口就能看到它们，真的感
到很惊喜。这样美好的画面，让
我看到了‘创城’工作的意义，
那就是打造让人感到更幸福的
生活环境。同时，也希望辽源
人民以后的生活处处充满美
好和惊喜。”

辽源迎来新娇客 郁香绽放惹人醉

55月月 1010日上午日上午，，在辽河大在辽河大
路延长线的绿化带内路延长线的绿化带内，，刚种植刚种植
不久的乔木不久的乔木、、灌木在木架的支灌木在木架的支
撑下随风轻摆撑下随风轻摆，，满树新绿与不满树新绿与不
远处的沿河景观带遥相呼应远处的沿河景观带遥相呼应，，
大自然的气息扑面而来大自然的气息扑面而来。。细心细心
的往来行人看到这些新植的树的往来行人看到这些新植的树
木也都忍不住停下脚步驻足细木也都忍不住停下脚步驻足细
看看，，纷纷拿出手机拍下眼前的纷纷拿出手机拍下眼前的
初夏美景初夏美景。。

辽源市园林管理中心工程辽源市园林管理中心工程
科曲原朋介绍说科曲原朋介绍说，，自去年自去年 1111月月
份该路段的绿化带加宽后份该路段的绿化带加宽后，，市市
园林管理中心对绿化景观的空园林管理中心对绿化景观的空
间进行调整间进行调整，，利用去年冬植和利用去年冬植和
今年春植的这段时间今年春植的这段时间，，先后栽先后栽
种五角枫种五角枫、、大叶榆大叶榆、、绸李绸李、、海棠海棠、、
金叶榆等树种金叶榆等树种，，并对这些树种并对这些树种

从植株高度从植株高度、、颜色颜色、、花期变化等花期变化等
方面做了充分考虑方面做了充分考虑，，再配合不再配合不
同的灌木和花卉组成各种景同的灌木和花卉组成各种景
观观，，排列组合成纵深成景排列组合成纵深成景、、四四
季不同的各色风景季不同的各色风景，，果果、、叶叶、、花花
随四季变化展现不同景色随四季变化展现不同景色。。

家住附近小区的市民高家住附近小区的市民高
洪亮平时上下班都会走这条洪亮平时上下班都会走这条
路路。。他说他说：“：“可以说可以说，，我是一天我是一天
天看着道路环境在不断改天看着道路环境在不断改
善善。。前几天风特别大前几天风特别大，，我看着我看着
园林工作人员顶着大风植树园林工作人员顶着大风植树，，
这几天我又看着他们顶着太这几天我又看着他们顶着太
阳种花阳种花，，一忙就是一整天一忙就是一整天，，真真
是特别辛苦是特别辛苦。。正是有了他们正是有了他们
的辛劳付出的辛劳付出，，才有了现在的美才有了现在的美
丽景色丽景色，，我很期待接下来城市我很期待接下来城市
环境的新变化环境的新变化。”。”

绿化带增宽添新绿 景观树成荫美四季
55月的大什街道月的大什街道

路两旁又有新变化路两旁又有新变化，，
在园林工人们的忙碌在园林工人们的忙碌
下下，，一棵棵绿柳被移植一棵棵绿柳被移植
到挖好的树坑内到挖好的树坑内，，浇水浇水、、
架杆架杆，，以确保这些新栽种以确保这些新栽种
的柳树能落地生根的柳树能落地生根、、茁壮茁壮
成长成长。。大什街公交站点大什街公交站点
旁旁，，正在等公交车的市民张正在等公交车的市民张
长亮看着排列成行的新树嫩长亮看着排列成行的新树嫩
芽说芽说：“：“过去的道路两旁没啥过去的道路两旁没啥
特色特色，，哪里看着都一样哪里看着都一样。。现在现在
大什街种上这些柳树大什街种上这些柳树，，我已经我已经
可以想象出将来绿柳成荫可以想象出将来绿柳成荫、、垂下垂下
万千丝绦的美景了万千丝绦的美景了。”。”

张长亮家住在广电大厦张长亮家住在广电大厦。。在在
这些绿柳正栽种的时候这些绿柳正栽种的时候，，他就已经他就已经
询问过园林工人询问过园林工人，，当得知此次移植绿当得知此次移植绿
柳是助力我市柳是助力我市““创城创城””工作工作、、进一步提进一步提
升城市环境特意打造的精品街路造景升城市环境特意打造的精品街路造景，，
并且老树也都被移植到其他绿地时并且老树也都被移植到其他绿地时，，张张
长亮就非常高兴地表示长亮就非常高兴地表示，，长街换新景长街换新景，，是是

为了打造更美好的辽源为了打造更美好的辽源；；老树被移老树被移
植植，，是展现城市文明风采是展现城市文明风采。。他说他说：：

““大什街不仅是市区主干路大什街不仅是市区主干路，，更是更是
辽源人心中的重要一景辽源人心中的重要一景。。看到它看到它
变得越来越美变得越来越美，，就越能感受到城市就越能感受到城市
的生命力的生命力。。相信随着相信随着‘‘创城创城’’工作工作
的不断展开的不断展开，，辽源这座城市也会越辽源这座城市也会越
来越有魅力来越有魅力。”。”

据了解据了解，，为开展为开展““创城创城””工作工作、、
提升城市环境提升城市环境、、打造精品路样板打造精品路样板，，
我市此次共栽种柳树我市此次共栽种柳树 430430余株余株，，以以
此对大什街两侧树木品种进行科此对大什街两侧树木品种进行科
学合理的调整学合理的调整。。柳树是辽源乡土柳树是辽源乡土
树种树种，，有着易成活有着易成活、、生长快生长快、、寿命寿命
长长、、病虫害少等优点病虫害少等优点，，长成后的柳长成后的柳
树姿态优美树姿态优美，，对大什街道路环境对大什街道路环境
的绿化的绿化、、美化有一个全面的提美化有一个全面的提
升升。。同时同时，，大什街道路两侧的原大什街道路两侧的原
有云杉有云杉、、五角枫五角枫、、糖槭等树木也都糖槭等树木也都
被移植到城区各处绿地被移植到城区各处绿地，，继续装继续装
点辽源城市环境点辽源城市环境、、为城区增添新为城区增添新
景色景色。。

绿柳依依伴长街
万千丝绦添美景

五月花香伴美景
老旧小区换新妆

市公交公司的志愿者正在对公交站点进行清洁市公交公司的志愿者正在对公交站点进行清洁，，努力为市民营造干净整努力为市民营造干净整
洁的公共交通出行环境洁的公共交通出行环境。。

在玉圭园一期小区院内，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对刚栽种完的绿植
花卉的周边环境进行清理。

随着老旧小区改造不断深入随着老旧小区改造不断深入，，居民生活环境得到了质的提升居民生活环境得到了质的提升。。

在我市的公园和广场在我市的公园和广场，，各色花卉千姿百态各色花卉千姿百态，，为初夏的辽源增为初夏的辽源增
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增绿量增绿量、、添花景添花景，，提品质提品质、、保生态保生态”，”，我市园林部门努力打造城市我市园林部门努力打造城市
绿化美化亮点绿化美化亮点。。

改造后的辽河大路绿化带内，错落有致的景
观绿化让人赏心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