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凌晨 5点左右起床，骑着电动车巡回城

市各个游园，检查园内卫生、布置管养任务、

带领员工清扫园内卫生，每天行程 30公里以

上。这就是市城市园林管理中心游园管理班

赵小霞每天的工作内容，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无论风霜雨雪，还是骄阳似火，都不影响

她出勤。

日前，记者在城北社区旁边的和园见到

赵小霞时，她穿着一件红色的棉袄，留着一头

短发，看起来风风火火。虽然她年龄不大，但

一双手因为长期与泥土、树木打交道变得有

些粗糙、连指关节也有些肿胀。一个女人长年

累月干园林这些活，累不累？“累，但是再累也

得干。我现在慢慢地对这些花儿、草儿啊都有

了感情，当看到市民来游玩时脸上灿烂的笑

容，我心里就会感到很充实，就会有强烈的成

就感。”赵小霞笑着说。

和园栾树的叶随风摇动，市民带着小朋

友们在绿色的草坪上玩耍，构成了冬日里一

幅美丽的画卷。在这幅画卷的背后蕴藏着数

百名园林工人的辛勤劳动。

作为城区休闲广场、游园以及道路养护

工作的负责人，赵小霞每天奔波在城区的各

条主干道上，挖穴、栽植、浇水、除草、打药，寒

来暑往，风雨无阻。2016年 10月，赵小霞的妈

妈因脑血栓住院，姐姐也因静脉曲张住院手

术，老公又在外打工，抚养两个孩子和照顾妈

妈的重担全落在她一人身上。即使这样，她也

从未请过假，更没有耽误自己的管护工作。

2017年 7月 18日的傍晚，我市遭遇恶劣

天气袭击，一场几十年不遇的暴风雨呼啸而

至，市区多条主干道相继发生行道树砸伤行

人及过往车辆的报告，市区多条道路被封堵。

险情就是命令，责任就是义务，赵小霞顾不上

一天的奔波劳碌，急忙披上刚脱下的工装，第

一时间招呼工友顶着暴风雨，紧急投入到临

时抢险中。她顾不得随时被树干砸伤的危险，

和工友们一道顶风冒雨奋战在险情第一线，

对市区主次干道进行了障碍清理，于次日凌

晨将市区广成路、丹阳路、广育路等堵塞的主

干道全部打通。在最短时间内保障了市区道

路的畅通和过往车辆、行人的安全。

除了暴雨，夏天的三伏天对花草树木来

说也是一次“生死劫”，那时的苗木需要及时

浇水才能保证正常生长，为此赵小霞每天冒

高温酷暑工作十多个小时。有一次游园内浇

水管道突然爆裂，时值正午，烈日当头，维修

师傅又联系不上，她一咬牙，自己干了起来，

一干就是两个多小时。管道维修通水后，赵小

霞浑身泥水，脚陷到泥里拔不出来，本来就患

有高血压的她，一下子晕倒在泥潭中，被同事

送到医院治疗。病情略有好转她就急着出院，

同事们劝她好好休息几天，她说：“班里人员

不充裕，一个萝卜一个坑，调班不容易，在这

里住着我心里着急。”

在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的关键时刻，我市

需对城区游园进行升级改造，一次性购进

1000棵树、6000盆花卉，需要在两天内完成

栽种，赵小霞二话不说把孩子送到了亲戚家，

凌晨 4点起床，同工友们一起奋战在施工现

场，直至深夜才回家。“那时候她累得胳膊都

抬不起来了，一直弯着腰走路。”同事焦丽提

起她，就很心疼。

梁杨子 怯芳芳

赵小霞：用汗水浇灌城市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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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通讯员 王志
强） 近段时间以来，市数字化城管根据城管局创文工作统

一部署，积极行动，按照早安排、早行动、早出成效的工作思

路，以“四抓四落实”助推我市国家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抓思想统一，落实创文工作部署。召开创文工作动员会，

部署相关工作任务，统一思想，牢固树立全局“一盘棋”的大局

意识。采用“清单制 +责任制”，将任务层层分解后，列出任务

清单，具体任务责任到人，确保创文工作任务保质保量完成。

抓案件办结率，落实创文任务。抽调专门人员，成立案件

采集、办理巡查小组，从案件的采集到结案，施行全程巡查督

查，使每一起案件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结果，让群众满

意、让群众放心。针对上级交办的案件，坚持第一时间立案，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调查处理，按照“边督边改”“立查立改”的

要求，及时作出反应，及时整改到位。对于一时难以解决的问

题，要求处置部门提供整改方案、任务处置时间表，提高案件

结案率和处置速度，为创文保驾护航。

抓部门联动，落实急难案件办理。目前，市数字化城管联

系有 34家相关处置部门，为使每一案件及时得到处置，定期

召开处置部门联席会议对疑难案件及系统运行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建立疑难案件处置台账，通过部门联

动实现各处置部门的无缝衔接，提高案件办理质量。对日常

工作出现权责不清的案件，有专门人员随时联系相关处置部

门到达现场进行协调确认，避免了推诿扯皮现象的发生，确

保疑难案件及时得到处置。

抓督查考核，落实绩效考评。依据《汝州市数字化城市管

理绩效考评办法》，强化对相关处置部门的督查考核，把绩效

评价结果作为衡量各个部门工作成果的指标，通过完善的绩

效评价体系和奖惩机制，充分发挥绩效考评的作用，提高各

处置部门参与“数字城管”的积极性，推动我市创文工作取得

新成绩。

数字化城管：四抓四落实 创文更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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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自来水公司的员工真是好，二话不说就来帮咱

修水管，真是太感谢了。”

12月 3日，农历已进入小雪节气。室外朔风呼啸，天寒

地冻。此时，在市标北工行家属院小区，市自来水公司员工

王亚红正冒着严寒，蹲在大小约一平方米、深约八十公分

的水表池内，抢修因老化破裂的水表分水器。一号楼的住

户们一边帮着递工具，一边感激地议论着。

这是怎么回事呢？管道破裂维修不正是自来水公司的

事吗？

了解情况的人知道，其实还真不是那回事。

原来，就在前一天，该家属院一号楼的住户们发现楼

下水表池内的管道破裂，为避免造成水资源浪费，管理方

便，关闭了通往家属院的水管总阀，仅在晚上定时放水。因

为家家户户均缺少盛水的容器，院内的百余户住户无水可

用，做饭、洗漱、如厕等受到严重影响。

同时，考虑到家属院的自来水管网不属于自来水公司

管辖，家属院也没有物业管理，怕向自来水公司寻求帮助

被拒绝，一时间，住户们陷入了为难之地。

家住附近的王亚红得知这一消息后，于当日上午赶到

现场察看情况。

了解水管破损的大致情况后，中午 1时许，他自带工

具和需要更换的五口分水器赶到现场开始工作。

因为此前漏水，此时的水表池内已聚满了刺骨而污浊

的冷水。他二话不说，借来洗脸盆一盆一盆地将污水舀出，

直至漏点逐渐显露出来能下池内作业。

同时，因水表池又深又小，蹲下去展不开身手，站起来

又够不到水管，他只能一会儿几乎是匍匐着蹲下去拆除破

损的水管，一会儿直起腰身将配套水管固定完毕。此时尽

管天气寒冷，但他的头上却热汗淋漓。

水表池空气污浊，泥泞不堪，居民们劝他上来休息一

下，他却说：“快了快了，马上就好了。”

除螺栓、拆水管、绑卡子、换螺栓……经过 2个多小时

的抢修，下午 3时许，破损管道顺利修复完成，家属院内恢

复正常供水。 李晓伟 赵珊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刚鑫雨）
12月 4日，市委书记陈天富带领市水务局、

国土局、林业局、发改委及米庙镇等单位相

关负责人，调研龙山花海项目推进情况。

陈天富一行兴致勃勃地步行参观了龙

山花海项目现场，先后实地察看了龙山花海

项目内的巨紫荆园、杜鹃园、精品花海园及

规划中的小型灌溉水库选址设计情况和餐

饮木屋建设情况。陈天富边走边看，听取相

关负责人关于项目推进情况汇报，深入了解

了龙山花海项目进出口道路规划及周边道

路、停车场建设和园内树木、花卉栽植情况。

陈天富指出，当前，汝州市正在积极创

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和国家森林城市，各相

关单位要以此为契机，依托龙山优势资源，

进一步完善龙山花海项目规划，对周边环境

进行治理，让其成为市民旅游观光的好去

处。

陈天富强调，要统筹规划好园区内的道

路，形成观光环线，并对道路两边进行绿化。

要科学寻找合适位置，规划林荫停车场，最

大程度地与自然景观相融合。要选择常绿树

种为主，以树阵方式种植，兼具彩色叶树种

和开花树种，乔灌草相搭配，确保一年四季

都有景可赏。各相关单位要加强合作、统筹

推进，科学完善规划方案，精细化施工，做到

人造景观和自然景观浑然天成，将龙山花海

打造成全市乃至全省的精品，达到良好的生

态效果和景观效果。

市领导张伟、李涛、焦慧娟、李其祥、何

学国参加调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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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梁杨子） 12月 4日，市

政协主席陈国重带领创文指挥部督导组到米庙镇、焦村镇、

大峪镇、骑岭乡实地督导创文工作。

陈国重一行实地察看了市区通往各乡镇公路沿线环境

卫生综合整治情况及乡镇政府所在地主要街道创文氛围、

环境卫生、交通秩序等情况；重点对各乡镇综合文化站、便

民服务中心、文体活动室、多功能活动室、未成年人活动室

等阵地建设情况以及各项文体活动开展情况进行了督导。

针对督导中发现的乡镇政府文化站、镇区主要街道中

存在的创文宣传氛围不浓厚、环境杂乱、各功能室配置不合

理、缺少统一标识等现象。创文督导组直接下达督查整改通

知书，将未达标的各项内容以通知书形式现场交给乡镇负

责人，限期三日内整改完毕，后期进行实地验收。

陈国重强调，文明城市创建是利民惠民的民生工程，各

乡镇要切实树立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要持续强

化重点部位的公益广告宣传，大力营造浓厚的文明城市建

设宣传氛围；要突出重点、补齐短板，落细落实各项工作举

措，确保创建工作取得实效；要认真细致对比测评体系和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测评工作任务分解表, 结合各乡镇实际，着

力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各项要求贯穿到日常工作中，形

成长效机制，让文明成为常态，确保创建成果的巩固。

陈国重实地督导乡镇创文工作
对存在的问题下达督查整改通知书，限期三日内整改完毕

自来水管抢修记

创 建 全 国 文 明 城 市

12月 4日上午，寒风阵阵，在市民之家门口却发生了

一件暖心事儿。

大约八点半时，一名双腿伴有残疾的八旬老人由女儿

搀扶着从蟒川镇到市民之家办理残疾证，由于老人行动不

便，女儿便让老人在门口等候，自己去服务中心的残联窗

口登记办证。老人艰难地拄着拐杖，一步一步爬上市民之

家门前的台阶，想要进屋暖和暖和，但一不留神，拐杖并没

有稳当支在阶梯上，老人一个跟头栽倒了。这一幕刚好被

综合受理窗口的李亚峰看到了，因为前段时间受伤刚才做

过手术，手臂上还架着钢板的他立马推着市民之家为服务

残疾人而准备的轮椅冲了出去，综合受理窗口暂时没有在

办理业务的几名工作人员先是一愣，明白了情况后，也跟

了出去。大伙合力把老人扶了起来，询问老人是怎么来到

这儿的，老人用沙哑的声音对工作人员说出了自己的来

由。

听完后，在场工作人员朱松涛赶紧去残联窗口寻找老

人的女儿，残联窗口的工作人员了解情况以后，也主动向

女孩索要了电话，“有急事你就先过去吧，电话我们留着，

证件一旦下来，我们立即给你打电话。”

看到女孩回来后，大家又联系了一辆出租车来，小心

翼翼地搀扶着老人上了出租车，老人和女孩一路上连声道

谢。“不要客气，我们本来就是服务群众的。”工作人员禹雪

萌说完又给女孩留了中心的服务电话（0375-6999666），

“来办事务的话，可以先打这个电话咨询，天气那么冷，能

不让老人跑就别让他跑了。”

风依然在吹，但大家的心里都暖融融的。

刚鑫雨 朱松涛

市民之家工作人员

扶起摔倒老人
送上周到服务

王亚红正在修水管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刚鑫雨） 按照市委工作

运行规则，12月 5日，市四大班子联席（扩大）会议召开，听

取十个领导小组 11月份各项工作情况汇报。市委书记陈天

富主持会议，并对全市整体工作推进情况进行点评，安排部

署当前重点工作。市四大班子领导及各乡镇街道、市直部分

委局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下发了 12月份工作要点。

市四大班子联席
（扩大）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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