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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赞·新风尚

鉴言

□毛锴彦

记得曾在两年前，记者对首府市区停车难问题进
行过报道。停车难、停车乱是几乎所有城市的通病，
随着首府机动车每年以10%以上递增率增长，停车难
问题日益严重。但是两年来的变化让记者感到可喜，
城管执法局取缔了 29家中山路等繁华路段的收费停
车场，变成 1000 多个免费停车场。交管和城管部门

两年来重新施划道路停车位 10 万多个，还车位于
民。街头停车位特别是街头巷尾的免费停车位越来
越多了，停车难现象得到了缓解。

记者在此浅析停车难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停车泊
位供应不足、停车泊位结构失调、停车场建设方式单
一、停车位周转率太低，导致停车供需矛盾突出。为
此，需对症下药，为缓解停车难、停车乱提出了一整套
的解决方案，其核心就是加强停车设施的建设与管
理，构建“配建为主、公共为辅、占道停车补充、智能诱

导升级”停车设施供给体系。
我们之前听说过取缔非法停车场，而此次，管理

部门将取缔目标对准了经过合法审批的收费停车
场。这些停车场此前是合法的，但叫停也是合法的，
审批手续已到期不再续签，这个理由十分充分。取
缔这类社会停车场，更显示出政府对于解决停车难
的决心。众所周知，如今车位难求，尤其中山路一带
更是紧张。充分利用公共地带，大力挖掘停车位资
源，对管理部门来说是个紧迫的任务。在这种背景

下，那些拿公共地带牟利的商业行为如果继续存在，
就不合时宜了。一边是无处停车，一边是坐地生财，
即使是合法的，也与现实相冲突，有违公共空间的属
性。公共地带姓“公”，公共利益必须排在第一位，在
确保程序合法的前提下，其他团体或个人的利益只
能让路。

取缔各类占用公共地带的停车场，新建立体停车
场等举措，可以释放出大量停车资源，这些都是解决
停车难问题的实招，也必将赢得群众点赞。

为大力解决停车难点赞

□本报记者 毛锴彦

“公共车位，免费停车……这个停
车场不再收费了！终于有个免费停车
的地儿了！”近日，在呼和浩特市五塔
寺南侧的小广场,路过的市民看着城
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在地面上喷免费
停车标识高兴地说。呼和浩特市城管
部门已经取缔经营到期的停车场和没
有手续的黑停车场共 29家，重新规
划、施划停车泊位后免费向社会开放，
将公共资源归还于民的举动被围观市
民纷纷点赞。

为了有效解决停车难问题，2017
年呼市城管执法部门和交管部门共施
划停车泊位3.1万个，将在2018年新
增2万个公共停车位。目前首府道路
停车泊位已经达到10万多个，其中大

多数是免费公共停车位。
10月 19日，记者来到繁华的中

山路，在公园东路与中山西路交会处
东南角莲七珠宝店门前看到，地上喷
涂了“公共车位，免费停车，城管施划，
监督热线”等字样。一位在此停车的
市民谈到这里重新规划向社会免费开
放后说：“太好了，我以前来这里逛街，
交十几块钱的停车费不说，路上只要
能停车的地方车扎堆儿停放，便道上
还布满了各种各样的石墩、栏杆、地
桩，不但有碍观瞻，有的还影响消防通
道，作为车主，我非常支持城管部门清
理这些停车场，还路于民是好事。”

记者还了解到，之前城管部门还
取缔了群众反映强烈的乌兰察布路禾
太数码大厦东侧路北、新华大街中太
酒店楼下、文庙路北民族实验小学东
墙、锡林郭勒南路烟厂华联超市门前

共4处黑停车场，恢复免费停车泊位
370个。

呼市城管行政执法局监察一支队
支队长包良说：“此次专项整治行动着
力于缓解首府市民停车一位难求的困
境，这一批将取缔29个收费停车场，
共计1108个停车位。此次被取缔的
停车场有两种类型，一是近期新增的，
没有审批手续的黑停车场；二是属于
经营期限到期，没有年审超时经营的
停车场。这次将被取缔的停车场，都
属于呼和浩特市中心停车位稀缺地
段，免费停车后，乱停乱放的行为将交
由交管部门监督管理。市民如发现有
私自占用免费停车位进行收费或驾驶
员乱停乱放行为的，可以拨打12319
城市管理热线进行举报，共同维护城
市良好的停车秩序。”

依据《呼和浩特市城市环境卫生

和车辆停放秩序违法行为处罚规定
（试行）》，交管和城管部门将对随意在
各类市政道路、公园游园、市政设施等
未设定机动车停车地点停车，在各类
停车场超出泊位停车，不按车位内指
示的朝向、范围停车，以及其他不按规
定停车的各类违法行为，处以50元以
上150元以下的罚款，对于自行车、电
动车、三轮车等非机动车辆随意停放
或挤占机动车停车位的，除责令其立
即改正外，处以10元以上50元以下
罚款。

市民孙女士家住地质局南街，以
前，每天下班停车成了她最头疼的事
情。而现在，孙女士再也不用为“抢车
位”着急了，因为，在她家附近，市交管
部门专门为满足居民夜间停车需求，
实施时段性临时停车办法。

据了解，为解决停车难题，呼和浩

特市加大了公共停车场规划建设力
度，制定实施《停车场建设专项规划》，
引入社会资本新建一批智能化立体停
车库和地面停车场。

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有关
负责人表示，在具备停车条件的城区
道路和便道上，将停车泊位全部施划
到位，同步施划非机动车停车泊位；逐
步取缔小街巷双向停车，实施时段性
临时停车办法，满足居民夜间停车需
求，保障小街巷白天正常通行。

2017 年以来，该市先后选定了
20处立体停车场建设位置，并编制
了设计方案，目前已有8处立体停车
场建设启动实施，拟增加停车泊位
2251个。这 8处在建的立体停车场
分别位于大学东街海景酒店东侧、昭
乌达路凯元商场后院、火车东站地下
停车场、爱民街与展东路交会东南

角、锡林南路美通物流园内、伊利广
场西北角、内蒙古财政厅后院、内蒙
古发改委后院。

内蒙古大学交通学院讲师王涛认
为，增加公共免费停车位是利民之举，
解决城市停车难问题归纳起来，主要
应从三个层面发力。一是多种形式新
建改造公共停车场，扩大泊位增量。
包括对新修交通干道规划预留公共停
车场用地，对停车位不足的行政事业
单位修建立体停车设施等；二是允许
城区内部分停车泊位智能化收费管
理，通过价格杠杆作用，使得路内泊位
基本用于短时停车，长时间停车导向
路外停车场，提高停车资源利用率、周
转率；三是建设智能停车诱导系统，实
现互联网停车查询、预约车位、自动计
费交付等智能停车功能，对停车设施
进行有序、高效管理。

民声快线

记者调查·关注民生

首府公共停首府公共停车位达到车位达到1010万多个万多个

观点

□潘抒捷

国庆长假期间，两名在四川成都就读的
高校学生来了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然而，
她们仅准备了一些简单的食物和饮用水，便
前往位于彭州的九峰山。由于没有携带任
何专业装备，不熟悉路线且无人带领，两人
一度困在山上一处约 70 度的陡坡，所幸报
警后经 4 个多小时的救援，被成功救至山
下。因此事，“驴友任性出游该不该救”再次
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

对世界充满好奇心和探索欲，这是人类
最可贵的天性之一。有人就说，如果没有探
索未知的冲动，人类就不会从树上走到地
面，更不会从地球飞向太空。其实，从某种
意义上讲，以吃苦耐劳的驴子作为自助旅游
和户外活动爱好者的称呼，亦是对其跋山涉
水所体现的探险精神的一种肯定。只不过，
随着准备不足而又不计后果的所谓探险活
动出现得越来越多，“驴友”才逐渐成了麻烦
制造者的代名词。

舆 论 的 这 种 态 度 转 变 ，原 因 并 不 复
杂。按照常理，所有的探险活动不但应合
规合法，而且要做足功课。比如，收集和了
解探险地点的信息，具备相应的安全知识
与技能，准备好专业装备和相关预案等。
但一些安全意识淡薄的驴友，要么因为无
知毫无准备，要么人为地寻求刺激故意违
规探险，甚至乱闯禁区。以这起受困事件
为例，两名驴友既不熟悉当地情况，事前也
无充分装备，这无疑是拿自己的生命安全
当儿戏。更令人无语的是，驴友任性出游
还容易引起效仿，形成跟风反应和恶性循
环。

盲目而任性的出游探险，往往容易出现
意外情况。实际上，这两名学生的行为也并
非孤例。仅在今年，就先后有山西驴友被困
深山、浙江驴友在海拔 4500米的雪山遇险、
河南驴友千瀑沟探险受困等多起因准备不
充分而导致的遇险事件。

生命是第一位的，救人的必要性无需多
言。从近年来见诸报端的相关事件来看，驴
友受困，当地相关部门和民间救援队伍会派
出警力和人员进行搜救。但毋庸讳言，救援
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耗费有限的公
共资源。除了救援成本，营救人员还面临巨
大的救援风险。早在 2010 年，近 20 名复旦
大学的学生被困安徽黄山一段未开放区域，
一位民警在营救中坠崖殉职。类似事件不
胜枚举。

让违规的驴友为自己的任性埋单，这是
权责对等的题中之意，也是一种必要的责任
倒逼。不过，这些规定分散于各地，难以形
成整体效应。此外，有偿救援恐怕也达不到
震慑效果，不足以令其改变计划。期待国家
层面总结地方探索出的经验，一方面将监管
前移，引导驴友成为规则的遵守者，另一方
面，采取多种刚性措施，全国一盘棋，提高我
行我素者违规探险行为的成本，约束他们任
性的冲动。

对任性驴友
要有刚性约束

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然而鄂
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沙圪堵镇纳林村
的刘海云，却无怨无悔悉心照料瘫痪
的婆婆11年。作为一名“80后”儿
媳，她用善良与坚强、勤劳与智慧，诠
释了中华儿女孝老爱亲的美德。

在纳林村黄不拉社的一户农家
小院里，笔者见到了 32岁的刘海
云。此时，她正在院里陪婆婆进行
康复训练。经过11年的悉心照料，
婆婆已经能下地行走了。家里盖起
了新房，日子步入了正轨。

2007年，刘海云与爱人自由恋
爱，当时几乎全家人都反对这门婚
事。因为丈夫家中格外困难，公公

2003年因病过世，家中早已负债累
累，只有一个因脑出血已经瘫痪半
年的婆婆。在这样的情况下，刘海
云还是顶着压力结了婚。当时，年
仅21岁的刘海云来到这个一贫如
洗的家，看到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
婆婆，她下定决心，一定要克服困
难，摆脱贫困。她主动承担起了照
顾婆婆和料理家务的重任，全力支
持爱人外出打工。

“每天给她吃饭、洗衣服、收拾
家，领她出外面锻炼。其实，婆婆也
是自己的妈，我要像女儿一样照顾
好婆婆，再苦再累，也要撑起这个
家。”刘海云说。

就这样，多年来，刘海云每天天
不亮就起床，送完孩子上学，又赶紧
回来照顾婆婆，给她洗脸、喂饭、处
理大小便、按摩，坚持陪婆婆进行康
复训练。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刘海
云的悉心照料下，婆婆王兰渐渐好
了起来。这一切，72岁的王兰都看
在眼里，记在心上。

“我儿媳妇可好了，比女儿都
强。每天三顿饭顿顿不误，衣服经
常换洗。当时还不能下地走，是儿
媳妇把我照顾得现在能走路了，我
真是既高兴又感动……”见到笔者，
王兰好像有说不完的话，说着说着，
王兰眼里流下了感激的泪水。

如今，婆婆的病情日渐好转，刘
海云家的生活也在精准扶贫中逐渐
摆脱贫困。

生活虽然好了，但是刘海云身
上的担子却依旧不轻，婆婆虽能下
地走路，但仍需要人照顾。刘海云
依旧一边照顾婆婆，一边料理家
务。家中还种了地，养了鸡，她自己
也开了一家化妆品店。一路走来日
子虽苦，但是刘海云却很享受这种
奋斗的幸福感觉。

“刚开始是因为爱情，后来是因
为我们有一起奋斗的决心。我总觉
得，只要肯吃苦，好日子总会来的。”
刘海云坚定地说。 (张忠义）

孝顺儿媳照料瘫痪婆婆11年

重阳节前后，为了弘扬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我区各地开展了形式多
样的庆祝活动。下图为乌兰察布市化德县巾帼爱心志愿者来到公腊胡洞
乡和胜村幸福院，为老人打扫房间、理发、剪指甲、擦玻璃，与老人聊天，共
迎佳节。右图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举办了 53 对金婚老人参加的第三届

“魅力之星”金婚大典。活动以“快乐生活、幸福生活、美好生活”为主线，
展现了金婚老人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感人画面以及与新中国成长、建
设、改革交相呼应的人生历程。 马悦 李剑平 摄

情暖重阳节
“社区有了‘健康小屋’，对于居民尤其是

我们老年人可以更好地普及健康知识，让我们
感到生活很幸福！”恩可社区居民王有才老人
说。不久前，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卫计局分
别在阿勒腾席热镇政务中心、恩可社区建成了
健康服务平台——“健康小屋”。

“健康小屋”装修美观大方，色彩鲜明，让
人心情舒畅。在这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
护人员定期定时为居民做健康指导及服务工
作，广大居民还可以彼此分享养生经验。“健康
小屋”配备了体重秤、电子血压计、腰围测量
尺、膳食宝塔、健康转盘等体检工具，摆放了各
类健康教育书籍读本，并张贴有健康宣传画。
在这儿，居民可以进行健康自检，还可以在医
务工作者的帮助下建立健康档案，对常见病和
慢性病进行科学治疗和管理。自“健康小屋”
开放以来，已为辖区居民免费提供测量血压、
血糖、健康咨询等服务600余人次，组织开展
各种形式的健康教育活动5次。 （康镇）

健康小屋暖人心

2016 年初，巴彦淖尔市杭锦旗公安局联
合锡尼镇胜利社区成立了“绿洲家园”社区戒
毒（康复）工作站。工作站成立以来，帮助戒毒
（康复）29人，执行率达100%。于2016年和
2017年分别被命名为全区和全国社区戒毒
（康复）工作示范点。

工作站现有7名工作人员，106名禁毒志
愿者。日常工作中，由公安局派2名禁毒专干
和禁毒专管员、禁毒社工、戒毒康复人员家属
及禁毒志愿者组成的“五位一体”帮教小组，定
期对每名登记入册的吸毒人员开展走访，提供
以心理疏导、帮扶救助为主要内容的帮思想、
帮心理、帮生活、帮就业“四帮”活动。

“通过社区戒毒（康复）工作站开展大量的
宣传教育、帮扶管控等工作，从2016年开始全
旗吸毒人员比例逐年下降、复吸率低于4%；通
过亲情式交流和帮扶，让每一名从工作站走出
的社区戒毒（康复）人员都能够掌握一定的技
能，能够在社会上生存立足”，派驻社区禁毒民
警奇智说。 （寇小青）

绿洲社区康复站
帮助戒毒人员回归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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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通达综合农贸便民
市场开业。这个市场之前是一个灯具市场，改建
成现在的面积近3000平方米的便民市场,共127
个摊位、70家商户。市场采用超市的经营方式，
不但解决了周围居民买菜难，而且让不少流动摊
贩有了规定经营场所。 本报记者 毛锴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