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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

文明，是一座城市的精气神，更是一座城市
的幸福底色。

“我们一直盼着这条路能够建成通车，我家
孩子在通道街上学，以前送孩子需要从二环路、
光明路绕道，巴彦淖尔高架快速路通车后，直接
就过去了，又畅通又方便。”市民郑美琴看着建成
通车的巴彦淖尔高架快速路掩不住心中的喜悦。

“我一直关注着兴安南路南延伸段的建设，
这条路打通后，我们周边居民出行方便多了，我
不用绕路，走几步就到地铁站了。”市民王耀高
兴地说，他对今年多条市政道路的贯通感到非
常满意。

今年，呼和浩特市实施了 33 条断头路工程，
将分三批建成通车，第一批已于 5 月 29 日建成通
车，包括兴安南路、锡林南路、乌海东街、展览馆
西路等断头路。到 10 月底，33 条断头路将全部
打通。与此同时，今年，呼和浩特市还结合老旧
小区改造，畅通“小巷路”500 条以上，连通慢行

“人行路”100 条以上，建设城市“绿道”1000 公
里，实现城区拥堵点“应改尽改”，让群众出门不
堵、舒心出行。

道路畅通了，居民小区的环境也发生了变

化。零散的独栋楼通过“整合并院”成为一个整
体居民小区，杂乱无章的院落有了统一规范的停
车位，坑洼不平的路面得到修复硬化⋯⋯对于居
住在回民区光明路办事处沿河港湾小区的居民
而言，小区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沿河港湾小区
改造前共有５个“小区”，４个是独栋楼，１个有
３栋楼，主要以企业退休职工及租户为主，多数
楼栋建于上世纪 80 年代，属于过去企业的家属
楼。由于各楼零散分布，出入口多，此前曾一度
因为环境“脏乱差”以及安全保障低而困扰着小
区居民。为实现小区精细化管理，光明路办事
处通过“整合并院”，将５个“小区”整合成 1 个
小区，将原有的 7 个出入口整合成 1 个出入口，
拆除旧院墙、围栏和临建，统一规划停车位，集
中整治“飞线”，修复硬化路面、修补粉刷楼体、
增加绿化面积、增设健身设施等，并引进了物业
公司，强化网格精细化管理，实现了小区服务管
理水平的大幅提升。

玉泉区万峰小区最近正在更换下水管道、修
整暖气管道，小区内机器轰鸣，施工现场热火朝
天。“看到要给我们安装崭新的下水管道，居民
们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我们小区建成已经有

30 年了，设施都已老化，下水管道经常出问题，
改造后再不用为下水问题操心了。”居民们异口
同声地说。

万峰小区是长和廊街道办事处辖区内的一
个老旧小区，共 14 栋楼，过去由 9 个居民小区组
成，通过“整合并院”之后成为 1 个小区，并作了
整体改造规划，在充分征集居民意见建议后，对
居民居住环境进行了提升改造，包括改造消防设
施，增加监控设施、健身器械、凉亭长廊、车棚、活
动室等，全面提升了小区的物业服务水平。

居住环境旧貌换新颜，是呼和浩特市老旧小
区改造的一个缩影，今年，呼和浩特市将对城镇
392 个老旧小区进行改造，其中市四区 301 个，旗
县 91 个，共 56326 户，1429 栋楼。这些老旧小区
都将在城市更新中焕然一新。

为了让城市更宜居更美好，今年，依托大青
山浅山区、大、小黑河水系生态带、城市道路绿廊
系统和全域综合公园体系，呼和浩特市新建、续
建、改造青城绿道 300 公里，结合首府生态园林
高质量发展进程，全市计划新建、改造提升 300
个口袋公园、社区游园，不断完善便民、惠民、利
民的“十五分钟生活圈”。

服务民生 道路通了环境美了

呼和浩特市正努力创建一座人人向善的“好
人之城”。

4 月 10 日上午，一名少女坠入扎达盖河，69
岁的内蒙古警察职业学院退休教师李俊怀奋不
顾身第一个跳下水去救人，这一幕通过网络传
播，感动了无数网友，温暖了整个青城，大家纷纷
赞扬“呼和浩特精神”，要让正能量传递下去，李
俊怀因此入选了该月的青城好人榜。

张亮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他 17 年如一日参
与志愿者服务工作，义务植树、下乡扶贫⋯⋯无
论何处，总能看到他的身影，是名至实归的青城
好人。今年，呼和浩特市已发布青城好人 53 人。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将道德模范及身边好人
的选树宣传作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重要内容，
全力打造“好人之城”，连续开展了 10 届呼和浩
特市道德模范暨最美青城人评选活动，涌现出全
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 13 人，全区道德模范及提
名奖 70 人，市级道德模范 395 人，入选中国好人
25 人 ，内 蒙 古 好 人 138 人 ，发 布 青 城 好 人 649
人。以先进典型为指引，用向善力量凝心聚魂。

今年 2 月，在来势汹汹的疫情面前，各级党
委、政府先后发出倡议，号召党员干部、道德模范
和志愿者们助力抗“疫”，无数道德模范、青城好
人闻令而动，纷纷加入抗“疫”一线，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诠释了榜样的力量。
呼和浩特市道德模范付兵兵从 2 月 17 日开

始，带领艺之苑学校党员干部、入党积极分子和
青年志愿者 138 人，报名到学校附近的核酸检测
点开展志愿服务，为一线防控工作人员送爱心
餐，为医院、社区、街道办事处送急需生活物资
等，用实际行动传递着榜样的正能量和战胜疫情
的决心、信心。

“这些青城好人、典型模范都是我们身边的
普通人，他们高尚的情操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就
像一首歌里唱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
将变成美好的人间，我会向榜样看齐，永远做好
事，不做坏事。”市民王佳深有感触地说。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呼和浩特市在全市
范围内持续开展“榜样就在身边”学习宣传教育
活动，全面推进各级各类模范典型先进事迹进公
园、进广场、进街道、进社区、进公共场所。

行走在呼和浩特市的主要干道上，路边硕大
的广告栏中，模范典型的形象成为最大最多的

“广告”，阅读呼和浩特市主流媒体，模范典型的
宣传让人过目难忘。截至目前，呼和浩特市主要
城市公园、广场及主次干道，各政务大厅、医院、
交通场站、公共文化设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自治区文明社区（小
区）等 1300 余处点位，已全部完成模范典型公益
海报设置，已举办“喜迎二十大 永远跟党走”道
德模范基层巡讲活动 50 余场。

树立榜样 用向善力量凝心聚魂

近日，在接受了基本的岗前培训后，呼和浩
特供电公司修试管理处青年志愿者们参与到“文
明交通 安全出行”包联共建交通路口志愿服务
活动中，在早晚高峰时段来到鄂尔多斯大街和呼
伦贝尔南路交会处，协助交警维护交通秩序，开
展文明交通引导。

“在志愿服务活动中，我们体验到不同职业
工作模式的差异性，也增加了对一线交警工作的
理解、认可与配合，今后在社会生活中会更加严
格地约束自身的行为，为建设文明、有序、和谐的
交通环境贡献力量。”呼和浩特供电公司修试管
理处青年志愿者李梓萱说。

一直以来，呼和浩特市深化文明单位创建，

建立机关企事业单位、文明单位、青年志愿者常
态化包联交通路口机制，在全市 54 个重点交通
路口开展常态化交通劝导。截至目前，已有 168
个单位，7000 余名各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及文明
单位志愿者上岗参与协助交通秩序管理。与此
同时，开展文明单位与文明村镇“结对共建共育
文明”活动，295 个各级文明单位与文明村镇结
对共建，促进首府城乡文明融合发展。今年还组
织开展了最美抗“疫”家庭寻找推荐活动和“北疆
好家风 青城故事汇”征集活动，加强各级文明家
庭学习宣传，增强文明家庭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深 化 文 明 培 育 在 文 明 城 市 创 建 中 不 可 或
缺。今年，呼和浩特市深化市民文明行为提升工

程，广泛开展“美丽青城我的家——做文明有礼
首府人”一月一主题市民文明素质提升系列实践
活动，截至目前，各地区各单位开展文体惠民、文
明餐桌、文明交通等活动 3000 多场次。启动“强
国复兴有我 我与文明同行”呼和浩特市民文明
行为打卡活动，开展“身边小事看文明”不文明行
为劝导宣传等 13 项系列活动。揭牌创建新华大
街沿线为呼和浩特市首条市民践行文明交通行
为示范街。持续推进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在
春节、元宵、清明、端午等传统节日期间，广泛开
展“佳节尚文明 志愿关爱行”“粽叶飘香满青城
文明风尚传万家”等“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 400
余场。

文明实践 让文明活动融入日常生活

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期间，自治区妇联联合
呼和浩特市妇联等单位，在自治区妇女儿童公园
举行了“少年儿童心向党”庆六一主题活动，为
2022 年度自治区“新时代好少年”代表、自治区
妇联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亲子诵读大赛获奖家庭
代表颁奖。《童心向党》《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的
歌声和《喜迎二十大，永远跟党走》最美家庭亲子
接力诵读声在公园中久久回荡。

玉泉区小召小学则开展了“请党放心 强国
复兴有我”党员宣讲活动，对一年级少先队预备
队员在入队仪式前进行党史宣传教育，帮助学生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精神文明创建要从未成年人抓起。抓好未
成年人的教育，既是精神文明创建的重中之重，
也在为精神文明创建夯实地基。

今年，呼和浩特市广泛开展“扣好人生第一
粒扣子”“童心向党”等系列主题实践活动，印发

《2022 年“新时代好少年”选树方案》《关于开展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主题活动的通知》等文
件，围绕“强国复兴有我”“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童心向党”等主题，开展了红色基因传承、传统
文化进校园、新时代好少年选树宣传、“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校园文化建设及未成年人
文明礼仪提升等系列活动 320 余场。2 名学生获

2022 年自治区“新时代好少年”称号，1 名学生申
报参选全国“新时代好少年”。

在文明校园创建中，呼和浩特市 4 所学校获
全国文明校园先进学校称号，5 所学校被教育部
评为第三批全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学校。
与此同时，积极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测
评工作，开展了校园周边环境整治、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主题实践“云”行动、“小手拉大手·
文明一起走”市民满意率提升等行动，向全市中
小学生及家长发放了文明城市创建应知应会知
识和《致全市师生和家长的一封信》，市民满意
率得到提升。

薪火相传 为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去年底，呼和浩特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建设已实现全覆盖，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所（站）1366 个。为了进一步强化阵地建设，
今年，呼和浩特市开展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标准化建设自评验收工作，并推动新时代文
明实践服务中心与融媒体中心、政务服务中心、
党群服务中心“四中心”融合。依托现有阵地资
源，选取市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乌兰夫纪念
馆、多松年烈士纪念馆、青少年活动中心、科技
馆、城市展示中心等单位打造市级新时代文明实
践服务基地 13 个，在旗县区党群服务中心、窗口
单位、景区景点、医院、交通场站、青城驿站等地，
打造旗县区级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和服务点 82
个，推进了城乡社区、公共文化设施、窗口单位志
愿服务站点的提档升级。

在此基础上，呼和浩特市自主开发了新时代
文明实践平台，大力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平台注
册使用，进一步完善了“供需对接”机制，精细点
单、派单流程，精准引导志愿服务解决群众难
题。组织市直机关工委、教育局、国资委、团市委
等部门完成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教育职工、企业
职工及青年志愿者注册使用。目前呼和浩特市
新时代文明实践管理平台已注册志愿组织 3332

支、志愿者 15.2 万人，保证了全市各地区各部门
90%以上的党员干部的平台注册率，1—6 月份累
计完成志愿服务活动 1.78 万次。

2 月开展以“佳节尚文明 志愿关爱行”为主
题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拓展月活动，组织文旅、卫
健、民政、市场监管、体育、科技、司法等 33 家单
位结合工作职能，围绕 8 个关爱项目开展志愿服
务活动 1300 余场。因受疫情影响，2 月下旬主要
以疫情防控志愿服务活动为主，通过发布《倡议
书》和《招募令》，第一时间召集党员干部、企业
职工、青年志愿者 5 万余名，参与疫情防控志愿
服务活动，有效地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效能。在第 59 个学雷锋纪念日之际，开展以

“弘扬雷锋精神 建设幸福之城”为主题的新时
代文明实践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发布《“弘扬
雷锋精神 建设幸福之城”——新时代文明实践
学雷锋志愿服务倡议书》，引导激励广大党员干
部在学雷锋志愿服务中走在前、作表率，争做文
明实践的宣传者、引领者和践行者。全市 70 多
家单位按照疫情防控要求，以学雷锋志愿服务
小分队的形式，开展出租车核酸样本转运、心理
疏导、防疫消杀、义务理发、文明交通等志愿服务
活动 90 余场次，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志

愿服务力量。
在加强阵地建设的同时，呼和浩特市大力推

进文明村镇创建，统筹“两个打造”群众性宣传
工作。组织各旗县区修订完善村规民约，进一
步规范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
禁赌禁毒协会等群众组织运行章程和制度，开
展文明单位与文明村镇“结对共建共育文明”活
动，295 个各级文明单位与文明村镇结对共建，
促进首府城乡文明融合发展。启动呼和浩特市
第四届“十星级文明户”评选活动，推进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促进农村文明程度和农民素质不
断提升。组织各级美术家协会会员、文化工作
者、美术爱好者围绕中华文化符号、中华民族形
象，以志愿服务的形式，在旗县区推选的 90 个
示范村（社区）开展文化墙建设，组织广播电视
台制作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音频宣传产品，依托“文明实践广播
站”开展广泛宣传。

团结一心，其利断金。文明城市创建是一场
全民参与的“幸福接力”。当前，呼和浩特市已汇
聚起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澎湃合力，在创城的道
路上飞跃驰骋，努力让城市因文明更美丽，生活
因文明更美好。

建设阵地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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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首府街头，车水马龙秩序井然；置身塞上老街，人间“烟火”缭
绕弥漫；徜徉口袋公园，景观精致绿意盎然；回到社区家园，家庭和睦邻
里友善。背街小巷整洁有序，老旧小区改造一新，公益广告令人温暖，
斑马线前礼让常见⋯⋯在呼和浩特市，越来越多的文明剪影像一幅幅
动人的风景，让首府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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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均由呼和浩特日报提供

健身爱好者在练习太极扇。

市民在玉泉区一处口袋公园内散步。

开展劳动教育。

承诺杜绝餐饮浪费。

敕勒川绿地小学开展学雷锋活动。

志愿者清除小广告。社区为老服务。

赛罕区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开展“一窗综合受理”工作。

老年大学学员学习书法。

春雨社区“红蜂驿站”。

生态环境日益变好。

美丽青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