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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城管”参加挑刺活动感触深———

“文化墙好了，咱脸上有光，泉城会更靓”

本报10月20日讯(记

者 赵伟) 由本报联合

济南市城管局启动的邀请

“百姓城管员”评选泉城

“十差文化墙”活动已经进

入第二天，“百姓城管员”

在积极参加活动的同时，

深有感触地说：“文化墙好

了，咱脸上有光，泉城会更

靓。”

在两天时间里，参加

此次“十差文化墙”活动的

“百姓城管员”有老人也有

在校大学生，有热心的个

人也有充满热情的群体，

尽管这两天天气有点冷，

但他们依然奔波在泉城的

大街小巷，内心依然火热。

退休职工吴明女士自从做

了“百姓城管员”之后，每

次都积极参加各种活动，

在她的心中，作为济南大
家庭中的一员，就有责任

为泉城的美好未来作出自

己的贡献。在此次评选“十

差文化墙”活动中，吴明女

士也是骑着自行车到各条

街道去认真寻找，吴女士

谈到此次活动深有感触地

说：“文化墙作为弘扬泉城

历史文化的载体，作为展

现城市景观风貌的窗口，应

该起到发挥其提升城市形
象、传承泉城古韵和倡导文

明的功能，‘百姓城管’推荐

的‘十差文化墙’，实质是为

了更好地督办此事。”山东

师范大学“一米阳光”社团

的王爱丽也表示希望通过

自己的努力，能够让文化

墙得到维护，更好地展示

城市的形象。

参加活动的其他“百

姓城管”也同样感受到此

次活动的意义。“每次走在

路上，看到那些被破坏的

文化墙，自己脸上也感到

无光，文化墙其实也是一
个城市的脸面，一定要维

护好，文化墙好了，泉城才

会更漂亮。”不少“百姓城

管员”这样说。

本报10月20日讯(记者

赵伟 实习生 欧英男)由

本报联合济南市城管局组织

的评选“十差文化墙”活动

受到市民关注。为了让这些
破损的文化墙得到尽快修
复，20日，济南市城管部门

向各责任单位下发了整修文

化墙通知，各区局责任单位

也将于近日展开各种行动。

随着“十差文化墙”活

动的开展，不少市民和“百

姓城管员”都积极推荐身边

遭到破坏的文化墙，不少市

民在推荐最差文化墙的同

时，更是渴望有关部门能够

修复这些被破坏的文化墙。

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的

大二学生侯飞扬给本报记者

发来短信，“我希望这些最

差的文化墙被发现被曝光后

能够及时得到修复和维护，

济南文化墙不仅要有，更要
切实保护和创新，祝愿济南

的文化建设和城市环境越来

越好，相信这也是济南市民

和在济人士的共同愿望。”

市民的这种想法也得到

了济南市城管局负责人的肯

定。“找最差的文化墙，绝

不是和谁过不去，不是让谁

脸上无光、下不来台，而是

为了督促有关部门的工作，

把文化墙维护工作做得更

好。从这个角度讲，找出

‘最差的’，给予通报批

评，是为了督促和改进工

作。”济南市城管局负责人

表示。

就在市民积极推荐最差

文化墙的同时，济南市城市

综合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也向

各区相关单位下发了通知，

对各区的文化墙整修现状进

行了摸底。

为了尽快整修这些被破

坏的文化墙，20日，济南市

城管部门也向各责任单位下

发整修文化墙通知，各区局

责任单位也将于近日展开各

种行动。各区局责任单位负

责人将对被破坏的文化墙进

行巡查，在了解情况的基础

上，再进一步制定整修方

案。

本报10月20日讯 (记者

赵伟 实习生 欧英男)在20日

的活动中，“百姓城管员”依
然发挥着强大的作用，一位最

热心的“百姓城管员”甚至请

假半天来寻找最差文化墙。

来自菏泽市司法局的聂小
猛正在济南的山东司法警官职

业学院参加培训，当他从报纸上

看到寻找“十差文化墙”的活动

后，就积极报名参加了活动。

20日下午，在甸新北路，

当记者见到聂小猛时，虽然手

冻得冰凉，但他依然兴奋地向

记者介绍刚刚找到的“最差文

化墙”。“你看，这10块文化

墙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特别

是这一块，下半部分直接撕坏

了。”聂小猛非常认真地介绍

着，在他的本子上，则是这些

最差文化墙的信息。

聂小猛告诉记者，他今天

下午是请假出来的，当他请假

说要参加“十差文化墙”的活

动时，领导也非常爽快地同意
了。“这个活动非常好，希望

人人都能参加进来，找出最差
的文化墙，使他们能够恢复原

貌，省城会变得更加漂亮。”

聂小猛说。

本报10月20日讯(记者 赵

伟 实习生 欧英男) 20日，

本报联合济南市城管局邀请

“百姓城管”一起来评选泉城

“十差文化墙”活动继续进

行，又有5处遭到破坏的文化墙

被找到。

20日的评选泉城“十差文

化墙”的热线电话响个不断。

市民杨先生打来电话推荐六里

山南路的文化墙为比较差的文

化墙。杨先生说，这里的一处

长200多米的文化墙全运后悄然

“变脸”，不仅颜色退化严

重，而且多被爬山虎的植被覆

盖。“文化墙失去了它本来的

作用，显得有点可悲。”

还有市民打来电话推荐阳

光新路的文化墙。记者沿着阳

光新路观察发现，此处的文化

墙处处可见墙皮脱落损毁的痕

迹，在道路南段东侧甚至还有

一条宽约2厘米的裂缝，这里的

文化墙被市民称为“最险文化

墙”。工作人员还在此张贴了

“此墙危险，请勿靠近”的警

示牌。

来自山东师范大学化学院

“一米阳光”社团的“百姓城

管员”王爱丽和杨茜，步行了

六七公里，推荐了文化东路至

和平路路段的山大路路西的一
处文化墙和十亩园社区里的一
处文化墙。

在济南参加培训的菏泽市

司法局的聂小猛也推荐了甸新
北路的文化墙。“展示的是历

届全运会具体项目的十块文化

墙，每一块也都存在不同程度

的破损。最严重的是第八面墙

体，整个下半部分几乎全部脱

落。”聂小猛称。

还有不少市民通过热线电

话推荐了一些需要翻新、修
补、墙体加固的文化墙。

本报联合济南市城管局21

日将对所有市民推荐的最差文

化墙进行评比，选出“十差文

化墙”。

沧桑的面容，深深的

眼角纹，问一句答一句的

简短交谈，让吕承学这个

中年保洁员看上去不那么

容易接近，他的眼睛里倒

映的是一个平静的世界，

一个外人无法轻易触碰的

世界。他是拿着扫帚工作

的人，当保洁员既是工

作，也是为了供女儿上大

学。

洪翔路与花洪路交叉

口处，就是吕承学夫妇俩

负责的洪楼小学区域，这

里大概有100多家店铺。

“晚上，一上夜市又有

100多个摊位，以小吃摊

居多。”花园路的繁华程

度丝毫不亚于泉城路，老

吕他们俩平时拉两大车垃

圾，节假日就得拉四五

车，一车有二三百斤重。

这个路段属于学区，

商铺林立，小摊聚集，平

时人来人往的，非常热

闹，这就使得夫妇俩的工

作更加不易。

一家美容店的店主徐

爱清说：“老吕非常负

责，每天都扫好几遍，我

来这里半年多了，他天天

都这么勤快地干着。”吕

承学和店主、摊主们都处

得很融洽，时不时地帮忙

看个铺、照顾个摊啥的，

老吕都很乐意。

“我给女儿说过，只

要她们愿意学，再苦再累

我都供。”吕承学告诉记

者，从2004年起，他们夫

妻两个就来到济南做保洁

员，他们的一双女儿，由

爷爷奶奶照顾着长大。如

今，他的大女儿在威海上

大学，小女儿也上五年级

了。

吕承学来自济宁泗水

县的农村 ，家里有 5 亩

地，交给老人了，农忙时

夫妻俩回去帮个急。村里

人都劝他说，女孩子你没

必要供她们上大学。可是

吕承学不这么认为，“女

孩男孩都一样要上学。”

采访中，吕承学没说

过一次保洁员的工作多苦

多累，他只是淡淡地和记

者说，“我们夫妇俩没有

假期，只有孩子放寒暑假

了才会来到我们身边。”

聊起孩子上次来时的情

景，他难得一见地笑了。

他给记者讲了个小故

事：“暑假小女儿来看我

们，我们没时间陪她玩

儿，她就天天跟着我们夫

妇俩到路上，我俩打扫卫

生，她就帮着捡拾垃圾，她

妈不让她干，给了她一块

钱，让她去买雪糕吃。她高

兴地买回来了，我们一看

是一块钱四块的冰块。”

说到这里，吕承学情

绪有点起伏，他顿了一

下，“孩子回来说，给我

一块，给她妈两块，自己

一块，她妈说，孩子你最

小，你吃两块。”就这

样，每次小女儿来济南，

就像个小尾巴一样，跟着

夫妇俩早出晚归。

扫出女儿求学路
记泗水籍保洁员吕承学夫妇
本报见习记者 孟敏

格寻找感动泉城的保洁员

在繁华商业区，吕承学夫妇正在忙碌着。 本报记者 徐延春 摄

“挑刺”是为了督促尽快整修
城管部门已下发通知，要求责任单位抓紧维护文化墙

最热心的“百姓城管员”聂小猛在甸新北路的文化墙边做记录。 本报记者 赵伟 摄

昨又找出5处较差文化墙

“十差文化墙”今日将评出

这个菏泽学员真热心

请假寻找最差文化墙

山师大“一米阳光”社团的学生正在登记文化墙信息。

本报记者 赵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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蛤请“百姓城管”挑刺 蛤寻找感动泉城的保洁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