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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军）“以前，每到
上班时间，这里被乱停放的机动车堵
得水泄不通，居民出入都是问题。”由
于机动车乱停乱放，滨河路与云中路
交会处的水语青城小区的居民“闹心”
不已。

据了解，位于滨河路与云中路交
会处的水语青城小区是一个新建小
区，周边道路经常有乱停乱放的现象
发生。同时，由于玉泉区政务服务中
心投入使用后，大量群众前来办事，
高峰期这里的道路经常被堵得水泄

不通。
针对这一问题，日前，玉泉区交管

大队八中队和玉泉区政务服务中心通
力合作，通过严查严管，向办事群众开
放停车场、施划停车位等一系列举措，
缓解了停车难，受到群众点赞。

日前，记者在水语青城小区东巷采
访时看到，交警正在对乱停乱放车辆进
行治理，一辆福特轿车停放在盲道上，
车窗上已经贴上了罚单。周围群众告
诉记者，这辆车已经占用盲道停放两天
了。玉泉区交管大队八中队的交警表

示，如果这辆车还不挪走，交管部门将
出动拖车将其拖离。

交警告诉记者，水语青城小区以
及周边的恒大、远鹏星河国际等小区
都是新建小区，车辆乱停乱放现象一
直比较突出，交管部门重点对这一区
域进行了治理，以水语青城小区为例，
交警会常态化对周边道路进行巡逻，
经过长时间治理，该路段停车秩序已
经得到改观。

“严查严管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
是释放停车潜力。”执勤交警告诉记

者，玉泉区政务服务中心投入使用后，
大量群众前来办事，高峰期每天仅办
事群众就有好几千人，再加上小区业
主，停车矛盾日益突出。

对此，交管部门经过调研，与玉泉
区政务服务中心协调，将内部停车场
向办事群众开放免费停车，这样一来
就增加了 200多个停车位，随后交管
部门又在具备条件的道路两侧施划了
近百个临时公共停车位，再加上马路
道牙以上城管部门施划的停车位，极
大缓解了停车难。

乱停乱放致居民难行 交警出招破解难题

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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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投放 保持社交距离 推广分餐公筷

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渐成首府市民新风尚
●本报记者 刘军

出门佩戴口罩、垃圾分类投放、保
持社交距离、推广分餐公筷、看病网
上预约等，正在首府悄然成为良好社
会风尚。

推广健康文明的做法，培育良好
社会风尚，事关公共卫生防护网的织
牢织密，事关每个人。对此，记者在
采访中，不少市民讲述了自己的所见
所闻，谈感受、提建议。

疫情防控中引导群众增强健康卫
生理念

采访中，不少市民都认为，保持健
康，重在从衣食住行的每一个细节做
起。市民袁茵说：“以前去饭店聚餐，
如果店里准备了公筷，我们就用。如
果没有准备，谁也不会主动提要求。
尤其是和熟人在一起，提这个有些见
外。现在想来，为了‘情面’忽视卫
生，不够朋友。”

市民张涛喜欢骑共享单车出行，

以前，一趟趟骑下来，并没觉得有需
要留神的地方。直到有一天，他看到
一篇文章，这才意识到共享单车使用
者多，车把手可能不够干净，骑行后
应及时洗手，保持手部清洁。

“外出归来要洗手，聚餐多用公
筷，这些道理大家都明白，只是缺乏
足够重视和自觉行动，对卫生风险还
是有些麻痹大意。”市民马斌表示，通
过疫情防控，他不仅掌握了很多防疫
知识，还强化了对健康文明理念的认
识。

如今，一些健康文明的生活习惯
正在悄然形成。市民张志敏说，还记
得起初他劝家中长辈出门戴口罩，真
是磨破了嘴皮子。现在，父母从“无
所谓”变成“很自觉”，还反过来提醒
他回家要洗手。

面对疫情，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自
身的健康情况。家在赛罕区民望家
园小区的大学生马宇轩曾因疫情延

期开学，在家多住了一阵子，他告诉
记者，“以前，在学校没课时生活作息
不规律。在家有父母看着，另外自己
也确实是怕生病，每天三餐按时吃，
经常运动，感觉精神多了。”

健康知识的普及不是一朝一夕
之事

采访中有市民表示，疫情期间，自
己短时间内学到了不少健康卫生知
识。市民朱启航说：“比如打喷嚏，以
前可能只会用手捂住口鼻，现在知道
这么做也可能导致病菌的传播。”

年近七旬的市民王国栋也表示，
最初他还搞不清各种口罩的区别，通
过阅读文章、请教医生朋友，现在他

已经学会了怎么识别伪劣口罩。
健康知识的普及不是一朝一夕之

事，需要经常性、持续性地进行。
如何进一步提升群众的健康素

养？王国栋认为，应当做好健康知识
的科普。“好的科普人要兼具扎实的
专业知识和通俗的语言表达，将权威
的 科 学 见 解 生 动 地 传 达 给 普 通 群
众。”

采访中，还有一些市民认为，提升
健康素养应该从小抓起，从幼儿园、
小学就开始建立健康教育体系。近
年来，我市教育部门积极组织“小手
拉大手”活动，教育引导青少年带动
家长主动践行健康生活方式。

“在校学生接受能力强，学校开展

相关的教育也比一般单位更方便，把
学生培训好，让他们去影响和带动家
庭，也许更有效。”家长邱志贤对此深
有感触。

还需要制度规范、硬件设施等方
面的保障

去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
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
规定国家建立健康教育制度，保障公
民获得健康教育的权利，提高公民的
健康素养。法律还对公民的责任义
务作出规定，如公民是自己健康的第
一责任人，树立和践行对自己健康负
责的健康管理理念，主动学习健康知
识，提高健康素养，加强健康管理。
公民应当尊重他人的健康权利和利
益，不得损害他人健康和社会公共利
益。

采访中许多市民表示，提升群众
健康素养，培育和维护健康文明风

尚，还需要制度规范、硬件设施等方
面的保障。

市民刘致力认为，对一些具体的
事项，比如分餐、公筷，可以推出一些
规范、标准。“如此，餐饮企业提供服
务时就有了标准，顾客和有关部门监
督也有了依据。”刘致力说。

也有市民提出，有时候并不是自
己不愿保持好的生活习惯，而是受客
观条件的限制。例如，有些地方推行
生活垃圾分类“撤桶并点”，减少垃圾
桶数量，引导居民在固定点投放。可
是，由于宣传引导不到位，有些居民不
知道新的垃圾投放点位置，只好丢在
原先的位置。还有地方撤除不合要求
的垃圾桶后，配备的新垃圾桶数量不
够，很快就被填满了，让居民不知所
措。

“推广垃圾分类，只有制度约束、
规范指引、硬件保障齐头并进，才会有
好的成效。”市民郑学钢说。

近日，赛罕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大学西路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
织辖区50多名内蒙古师范大学志愿者，开展了“志愿服务助力创城”主题活
动。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及志愿者深入馨苑小区、铁路林场小区等多个小
区，对小区内墙面小广告、生活垃圾和绿化带内的枯枝树叶进行全面清理。
同时对垃圾分类意义进行宣传，提高辖区居民对创城工作的参与率和支持
率。

■本报记者 王中宙 摄

近日，金桥小学开展了“垃圾分类，让城市更文明”主题绘画活动。
活动中，同学们认真构思，结合自己日常生活中观察的和学到的垃圾分

类知识，在画纸上画出了自己对垃圾分类环保理念的认识。
■本报记者 其布日哈斯 摄

土默特左旗
娜仁托娅家庭 土默特左旗察素齐镇太平社区
温英英家庭 土默特左旗察素齐镇倘不浪村
包 玮家庭 赛罕区大学东路街道桃园社区
托克托县
鲁学峰家庭 托克托县双河镇南坪社区
侯 虹家庭 托克托县双河镇平安社区
薛文英家庭 托克托县伍什家镇杜家壕村
和林格尔县
马改霞家庭 和林格尔县城关镇昭君道社区
高换艮家庭 和林格尔县大红城乡张家四十一号行
政村
清水河县
郝二花家庭 清水河县喇嘛湾镇后移民村
刘 禹家庭 清水河县城关镇南园社区
邬建英家庭 清水河县喇嘛湾镇前进十村
武川县
张慧玲家庭 武川县可可以力更镇迎宾社区
张永平家庭 武川县哈拉合少乡哈拉合少村
吴海侠家庭 武川县可可以力更镇青山社区
新城区
李树全家庭 新城区东风路街道办事处老缸房社区
赵晓慧家庭 新城区西街街道星火巷社区

刘晓霞家庭 新城区成吉思汗大街街道办事处生盖
营村
回民区
郇小丽家庭 回民区新华西路办事处四合兴社区
齐拴红家庭 回民区攸攸板镇攸攸板村
高思嘉家庭 赛罕区金桥开发区税苑社区
王艳楠家庭 回民区光明路办事处果园路社区
宋 欣家庭 回民区环河街办事处县府街社区
玉泉区
袁 超家庭 玉泉区西菜园街道办事处星苑社区
赵跃军家庭 玉泉区兴隆巷街道办事处俪城社区
郭利桃家庭 玉泉区鄂尔多斯路街道办事处华宇社区
郭敏锐家庭 玉泉区小召前街街道办事处建华南社区
赛罕区
刘海青家庭 赛罕区敕勒川街道怡水园社区
郭云华家庭 赛罕区昭乌达路街道滨河社区
付兵兵家庭 赛罕区中专路街道巨海社区
陈九平家庭 赛罕区敕勒川街道大厂库伦村
经济技术开发区
高晨菲家庭 呼和浩特白塔机场海关
呼和浩特市妇联
贺云飞家庭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李彩霞家庭 新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吕俐蓉家庭 内蒙古直属机关工委
齐利斌家庭 呼和浩特市垃圾无害化处理场
市直机关
刘晓龙家庭 呼和浩特市财政局
任 泽家庭 呼和浩特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陈晓旭家庭 呼和浩特市公安局
赵 剑家庭 呼和浩特市公安局
赵跃军家庭 呼和浩特市公安局
王 琳家庭 呼和浩特市税务局
郝慧霞家庭 呼和浩特市第二医院
李建明家庭 呼和浩特市第二医院
石彩霞家庭 呼和浩特市卫健委
温 超家庭 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
许文印家庭 呼和浩特市科技局
郭利军家庭 呼和浩特春华水务开发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马 鑫家庭 呼和浩特市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局
罗广德家庭 呼和浩特市职业学院
曾 浩家庭 呼和浩特市公交总公司
徐 强家庭 呼和浩特市公交总公司
董 英家庭 内蒙古博物院
王 盈家庭 呼和浩特市气象局

关于对第三届呼和浩特市文明家庭候选名单进行公示的公告
为持续推进家庭文明建设工作，切实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导作用，有效

激发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工作活力，呼和浩特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组织开展
了第三届呼和浩特市文明家庭评选活动。各地区、各部门按照活动要求，广泛
宣传发动，逐级审核推荐，认真筛选把关。经市文明委综合评定，拟命名表彰53
户第三届呼和浩特市文明家庭。现将候选名单予以公示（名单附后），面向社会
广泛征求意见，接受监督。自公示之日起，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公示的候选名单

如有异议，请于公示期内，向市文明办反映。
公示时间：11月30日—12月4日
联系电话：4606462

呼和浩特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11月29日

第三届呼和浩特市文明家庭候选名单

本报讯 近日，首府街头的共享单
车大幅减少，选择了回厂“窝冬”。

近日，在中山路商圈，共享单车数
量相比夏秋两季大幅减少，即便在经
常车满为患的几家商场和步行街周
边，共享单车也排放得整整齐齐，未发
现有大量车辆扎堆。

在王府井商场附近的一处共享单
车停放点，哈啰单车的运维人员在摆
放和检查车辆。运维人员表示，由于

气温下降，天冷路滑，选择骑共享单车
的用户大幅减少，根据实际需求情况，
共享单车运营企业及时调整共享单车
的投放数量，把车况不佳的车辆回收
入库，由专业的维修人员逐辆检修保
养，以备春季天气转暖后投放，满足市
民骑行需求。

针对共享单车骑行量下降的情况，
新城区城管局近日召开会议，约谈了共
享单车运营企业负责人，要求各共享单

车运营企业在做好车辆回收和仓库安
全管理工作的同时，做好冬季路面车辆
的日常运维和保养，以满足市民出行需
求和骑行安全；各共享单车运营企业要
合理有序投放车辆，在重点路段、学校、
商场、小区、广场和地铁口周边加大车
辆清理工作力度。此外，针对乱停乱
放、调度不力且不能及时整改的共享单
车运营单位，城管部门将对其违规车辆
采取批量暂扣的强制措施。

相比共享单车的大量“窝冬”，共
享助力车的使用率虽然也有下降，但
并不明显。市民郝先生表示，助力车
速度较快，能相对快速到达目的地，在
短途使用的情况下，减少了寒冷天气
对骑行人的影响。共享助力车由于车
辆比较沉重不易搬动，少部分市民会
把车辆停放在道牙石下，对道路交通
造成影响。在此，提醒广大市民，请在
使用后规范摆放。 （孙岳龙）

天气转冷 共享单车及时调整投放数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