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日娜

检查道路有没有垃圾污水、
街道有没有占道经营、环卫设施
是否完好、沿街建筑物有没有“野
广告”……从 2 月 17 日开始，“路
长制”管理模式在呼和浩特市亮
相。

如今，走在首府大街小巷，路
长都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每1条
街巷的醒目位置都张贴着路长的
信息，当居民对政策有疑问想咨
询，或是遇到生活服务问题无法解

决，找路长都成为常态。目前，全
市4区626条街巷的路长均已设置
到位，上岗履职。

许颖，是如意社区如意路的路
长，每天清晨8时 30分，许颖身穿
工作服，佩戴着“三级路长”袖章，
沿着如意路由北向南开展步巡。

这天一大早，许颖来到如意
路，几家早餐店的生意正红火，零
星有几辆车未按标志线停靠在停
车区域内。“这里不能临时停车，请
把车停到划定的车位上。”许颖立
即找到违停的司机，耐心向他们解
释，劝导他们文明停车。

许颖说，如意路是附近最繁华
的街道之一，五六百米的街巷聚集
了50多家商铺，无序停车、污水四
溢、小广告满天飞等不文明现象曾
经随处可见。随着首府全面推进
环境综合整治，这个老大难问题首
先被攻克了下来。经过劝导、整
治，如今的如意路街面干净整洁、
店铺规范经营、停车标线清晰。在
这里做了多年生意的老张对变化
最有发言权，“以前这里乱停车现
象严重，污水垃圾遍地，现在环境
变好了，店铺都规范经营。有了路
长以后，我们周围大变样了！”

许颖表示，作为路长，她要在
环境综合整治行动中发挥好协调
作用，从而促进长效管理工作的落
实。

据了解，呼和浩特市城市环境
综合整治“路长制”开启了“4+n”联
动模式，除了路长的日常监督管理
外，还需要社区干部、城管、环卫、
食药、交通、公安、工商、环保、质
检、房产、安检等相关职能部门通
力合作，集合全方位力量打造“巡
查、处置、协调、督查”的系统管理
流程，助力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再迈上新台阶。

路长“找茬”美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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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陈春艳

人间四月天，花团锦簇，草长
莺飞。

李彩清刚刚获得了“2017全国
公安派出所好民警”荣誉称号，在
北京受到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和国务委员、公
安部部长郭声琨的接见。这是公
安机关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派
出所好民警评选活动。谈起获奖
之事，李彩清保持着一贯的谦虚和
低调，她说：“50位获奖者来自全国
各地，面对他们，我感觉自己做的
太微不足道了。”

李彩清是呼和浩特市公安局
赛罕区分局中专路派出所民警，
44岁的她已经在基层派出所工作
了25年。李彩清出身于政法之家，
父亲从公安局领导岗位退休，弟弟
是刑警，丈夫是法官，就连上大学
的大女儿读的也是法学专业。

派出所工作很琐碎，李彩清习
惯于把要做的事记在备忘录上，做
一件删一件，当日事当日毕。管区
民警最常见也最头疼的就是调解
纠纷。不管什么样的纠纷，李彩清
用真诚和微笑总能化解开来。她
说，微笑就是自己的名片。

联系社区重点人口到派出所
登记，大办公室人多，李彩清就领

其到消防室，并开门见山地说：“你
违反的是国家的法，不是我的法，
找你来做笔录是因为工作。”她和
几乎所有的重点人口都互加了微
信，关注着他们的动态，1个月打1
次电话了解情况。

展览馆社区出租房屋多，老旧
小区遍布，商业网点密集，在管理
上存在一定难度。李彩清接任管
区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绘制社区电
子平面图。她还每周开展“集中入
户”行动，登记和采集常住人口、出

租房屋、流动人口、商业网点、机关
单位等信息，并全部录入工作手册
和社区电子平面图中，用黑、绿、粉
各色笔迹进行分类标注。

出门看到管区内新增的商店、洗
车店等，李彩清会拿出手机随时拍下
照片，以便回去登记备案。纷乱的辖
区信息被她及时整合起来，群众来办
事，能够第一时间核实信息，也为社
区民警深入了解社区打下了基础。

展览馆社区都是建筑于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的老旧小区，各方面

管理滞后。为了从根本上做好治
安防范，李彩清从人防、技防、物防
等方面入手，深入社区了解辖区监
控探头安装情况，督促居民安装防
护窗，还争取居委会帮助，组织成立
了专职社区治安巡逻组，负责社区
夜间巡逻。现在，各小区警情逐年
下降，环境越来越和谐有序。

作为一名党员，李彩清常说：
“只要以真心贴近群众，工作就一
定能够获得群众的支持和帮助。”
李彩清跟退休的老居委会主任陈
桂英成了朋友，经常走动。那天，
她和同事孙伟去政法小区看望陈
桂英，陈阿姨已经给她准备好了夏
天的袜子。陈桂英的儿子卖袜子，
各种袜子是老人馈赠亲朋好友的礼
物。李彩清平日里的关照，让陈桂
英很感激，她说：“每年春节都给我
送肉、送牛奶，我也没什么回报。”

说起社区民警的工作，74岁的
陈桂英赞不绝口：“小区里的老人
换身份证，人家上门给我们拍照，
然后再给送到家里来，让我们心里
暖乎乎的。”

李彩清高中毕业就上班了，头
17 年一直负责户籍、内勤工作。
2016 年，李彩清获得了呼和浩特
市“社区警务工作先进个人”称
号。她的同事任燕说：“彩清原来
是优秀的户籍民警，现在是优秀的
社区民警。”

李彩清是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一位普通的社区民警，刚刚获得了“2017全国公安派出所好民警”荣誉称
号。工作中，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碰到什么样的纠纷，李彩清总能用真诚和微笑化解开来——

微笑是她的“名片”

□宋美慧

几名硬汉站立在雪地里，手拿消防工
具，充满阳刚之气，仿佛“行走的荷尔蒙”。
不久前，一组包头消防战士的写真在网上
爆红。很多网友都为消防战士们点赞，不
仅因为他们的高颜值和好身材，更为他们
直面危险、临危不惧的奉献精神。

入伍3年的姜铁丞是消防特勤二中队
抢险救援班的班长，说起这组写真的拍摄，
他表示“很开心，体会到了强烈的荣誉
感”。姜铁丞今年22岁，皮肤黝黑，脸庞轮
廓分明，他说照片上的硬汉形象是苦练不
辍的结果，“消防兵最重要的就是体能一定
要跟得上”。

“这次写真拍摄的灵感来源于今年春
天的几场大雪。雪下完后，战士们除了
堆雪人以外，还堆了各种造型的雪雕，包
括消防车、消防战士等形象。我们就想
到给战士们拍一组写真，借此来增强战
士们的凝聚力和荣誉感。”消防特勤二中
队指导员要国说，平时战士们承担着抢
险、救援以及增援力量的任务，这一组照
片正好能体现他们的特点。要国并没有
料到，这组照片被发到微信、微博上后，
会引起强烈反响，不少战士的家属打来
电话，希望能多看到一些这样的照片并
想要留作纪念。

“比起活动宣传资料，这种形式无疑让
人们更容易接受并喜欢。”包头市消防支队
宣教科科长吴科杰透露，拍摄这组照片的
初衷就是为了展示朝气蓬勃的消防铁军形
象，“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关注消防、参与消
防，更多的热血青年能够走进警营，谱写忠
诚。”吴科杰表示，下一步消防支队还要制
作消防宣传片、台历等，用更多元的方式传
播和普及消防知识。

消防硬汉写真走红网络

居民认真观看摄影展。近日，乌海市海勃湾区海
北街道办事处狮城社区举办了“时光记忆·大美乌海”
摄影展，庆祝自治区成立 70周年。200多幅摄影作品
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乌海的历史变迁，吸引了众多居民
前来参观。 王景真 摄

时光记忆

□鄂鑫

达拉特旗有位温大娘，18
岁开始照顾患病的小叔子，一
照顾就是 60多年，如今她已
81岁。

温大娘名叫温美玲。60
多年来，她以爱心作曲，用辛
劳填词，如母亲般精心照顾智
力和肢体残疾的小叔子，温暖
着家中的每一个人，谱写出了
一首感人的真情之歌。

1954年，时年 18岁的温
美玲嫁给了丈夫杨轮魁。当
时，婆婆正怀着身孕，既懂事
又能干的温美玲便主动开始
伺候婆婆。经过几个月的精
心照顾，婆婆生下了三儿子杨
有明。不料，杨有明先天患有
智力和肢体残疾，他的出生给
杨家带来了几许忧伤。

杨轮魁共兄弟3人，在家
中排行老大，二弟从小就过继
给了别人，杨有明一出生，温
美玲就代替婆婆主动承担起
了照顾小叔子的重任。

在温美玲的悉心照料下，
杨有明慢慢长大。但他的智
力非常低，自己不会开口说
话，只能发出“啊、啊”的声音，
加上肢体也有残疾，走起路来
总是跌跌撞撞，连最基本的吃
喝拉撒都无法自理。温美玲
非但不嫌弃小叔子，反而觉得
他是个十分可怜的孩子。杨
有明自己不会吃饭，温美玲每
天总是按时按点做好饭，一勺
一勺喂给他吃；小叔子自己不
会穿衣服，温美玲每天早上都
要帮他穿衣服，晚上睡觉时再
帮他脱掉；杨有明经常把屎尿
拉在裤子上，温美玲就不厌其
烦地给他换洗脏衣服……

温美玲结婚后，与丈夫育
有 5 个儿子和 2 个女儿。但
是，家中只要有好吃的，温美
玲总是先给小叔子吃。她的
子女不但不抱怨母亲，还在
母亲的影响下，都十分关爱
叔叔。杨有明不同于正常
人，照顾起来费时费力，但温
美玲一点儿也不嫌麻烦，从
不对他发火。反倒是婆婆和
公公看着儿媳天天忙里忙外，
认为杨有明是全家的负担，有
时候看着他就来气，冲他发
火。每当这时，温美玲总是极
力护着杨有明，不让小叔子受
一丁点儿委屈。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温美玲照顾小叔子一晃
已有 60多年。一年四季，她
总是忙个不停，特别是公公和
婆婆上了年纪后，温美玲同时
要照顾小叔子和2位老人，更
是艰辛。过度的辛劳早已压
弯了温美玲的腰，让她患上了
许多毛病。

几十年来，温美玲悉心照
顾患病小叔子的事，早已成为
白泥井镇母哈日沟村广为传
颂的一段佳话，温暖感动着每
一个村民。在当地，只要一提
起温美玲，村民们个个竖大拇
指。“我还是小娃娃的时候，温
大娘就一直照顾着一个傻小
子，我们当时都以为是她的儿
子，长大后才知道是她的小叔
子。温大娘不容易呀，像她这
样的人现在已经很难找到
了。温大娘现在也是手拄拐
杖的人了，还一如既往地照顾
着小叔子，她的这种精神真的
很感人！”村支书薛小林动情
地说。

温美玲没有什么文化，但
她却深知“长兄为父，长嫂比
母”的古训。谈及几十年如一
日辛辛苦苦照顾小叔子的事
儿，她觉得很平常：“他虽然是
我的小叔子，但就像我自己的
娃娃一样，我从来就没有把他
当成负担。他是我的家人，照
顾他是我应该做的。”“要是我
先死了，剩下他一个人可咋办
呀，我真的放心不下。只要我
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一直伺候
他。希望老天爷让我多活几
年，好多照顾他几年……”

长嫂如母

□耀华

“上课啦，参加培训的村民们请抓紧
时间，老师马上就要开始讲课啦！”一大
早，太仆寺旗红旗镇民主村村委会的大喇
叭就响了起来。走进村委会的活动室，更
是热闹非凡，原来，村民们正在参加旗就
业局组织的灯笼制作培训。

这是在民主村举办的第二次培训，村
民们的积极性都很高，他们当中年龄最大
的已经60多岁。“学会制作灯笼的村民如
有意向，可以和灯笼厂签约，足不出户就
能在家制作灯笼，灯笼厂负责上门回收。”
该旗就业局创业培训服务中心主任张桂
霞说，“这是我们把岗位送到村民家、把技
能送到村民家，帮助贫困农牧民尽快脱贫
致富采取的一项具体举措，目前我们已开
展了6期培训，有260余人签订了协议。”

灯笼厂负责人杜学龙不仅是一名优秀
的回乡创业企业家，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他说：“目前，灯笼市场供不应求，我
们正在规划创建扶贫创业基地，在全旗农牧
区设立10至20个业务点。这样既能扩大
厂子的生产能力，又能帮助农牧民尤其是贫
困户和残疾人家庭增加一份稳定的收入。”

灯笼厂办到农户家

□郑洁

不久前，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公益书屋
正式启动，迎来了一批又一批读者。书屋
里，读书人在阅览区的4个书厅来回穿梭，
一旦寻找到心仪的书籍，便停下脚步，觅
一处舒适的角落，沉浸到书的世界。

据了解，该公益书屋是临河区为进一步
加大文明城市创建力度、增添城区文化氛
围、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投资100
多万元建设完成的巴彦淖尔市首家公益书
屋。书屋建筑面积700多平方米，现藏书
5000余册，可同时容纳180多人阅览。书
屋装修以现代简约风格为主，为阅读爱好者
营造了一个轻松、舒适、优雅的读书环境。

公益书屋书香浓

金色盾牌

万家灯火

李彩清探望居民陈桂英，与她唠家常。

离退休党员志
愿 者 正 在 捡 拾 垃
圾。日前，扎兰屯
市杜鹃花盛开，吸
引大批游客前来赏
花。该市老干部局
老干部活动中心和
老年大学党支部开
展了“‘护花使者’
在行动”主题活动，
30余名离退休党员
登上翠屏山杜鹃坡
捡拾生活垃圾，引
导游客保护环境、
文明赏花。

韩冷 摄

“护花使者”

镜界

充满阳刚之气的消防硬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