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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创城不得不说的幸福故事

□本报记者刘倩 通讯员车志龙

“路平了，好走了，以前每天出门就皱眉头，现在出
门心情舒畅！”家住解放东路 42 号的 91 岁的周先朝老
人，经常由老伴推着轮椅陪他出门。以前他们家小区通道
路面坑洼，坡度又陡，出行不便，坐在轮椅上的周爷爷颠
簸得难受。日前，他坐着轮椅经过整修过的小区通道，和
老伴都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秀峰区秀峰街道解东社区辖区内多为老旧小区，辖区
内的小区道路很多已经出现了破损，再经过多次管线下地
施工，路面变得坑洼不平。一些道路还存在出入坡道过
陡，老人出行难的问题。今年创城攻坚以来，我市秉持
“创城为民、创城靠民、创城惠民”的宗旨，实施了一系
列无物业小区和背街小巷的改造提升工程。其中，解东社
区的一些小区就列入了改造提升的名单。近日，经过 8 天
的施工，解放东路 42 、 44 、 46 号院等多个小区坑坑洼洼
的路面都得到修缮。

此次修补道路让创城工作惠及居民，真正为居民办实
事、办好事，创城工作也得到了居民大力支持和一致好
评。以前的坑洼填平了，陡坡放缓了，路面破损补好了，
这让许多像周先朝这样的老年居民出行更方便，更安全。
对于周爷爷来说，如今出门散散步，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
情。

91 岁的解东社区居民周先朝：

家门口的坑洼路变成了如今的“幸福路”

□本报记者孙敏 实习生杨川凌

说起自己与创城的缘分，“至少已有 6
年。”周荣成说。

周荣成住在羊角山小区。过去的羊角山小
区，路不平、灯不明、管不通、夜不宁。“有天
夜里爱人发烧，我着急下楼骑单车买药，谁知一
下楼，发现车被偷了，只好摸黑走去药店买

药。”周荣成回忆，小区环境的脏乱差一直是居
民的“痛”。从 2014 年起，七星区羊角山社区
党总支结合小区实际，借创城开展老旧小区提升
改造东风，发动群众，历经 4 年，拆除违建
2000 多平方米，完善小区基础设施，小区环境
变得整洁、干净、安全、有序。

“现在环境好多了。”受惠于创城，周荣成
更懂得创城的必要性。如今，已经退休的周荣成
主动报名成为羊角山社区的一名志愿者。每天上

午 8 点到社区报到，根据社区工作需要，主动
参与社区里无物业小区杂物清理、捡烟头、粉刷
墙壁等。在大家的努力下，很多无物业小区都发
生了美丽“蜕变”。如今，像周荣成这样的志愿
者成为了很多小区的熟悉面孔，一走进小区，居
民们都热情打招呼，给志愿者送一杯水、问候一
句“辛苦了”“托你们的福”。“在志愿服务
中，你见证了环境的变化、感受到邻里关系的拉
近，一切辛苦都值得。”周荣成说。

退休居民周荣成：

创城受惠人乐当创城志愿者

□本报记者孙敏 实习生杨川凌

今年 8 月初，临桂民间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李连会
与五通农民画家李凤明、李土庆、于何亮、莫庆华、李
安辉，积极响应临桂区团委招募志愿者为创城贡献力量
的号召，参加了“美绘临桂”活动。“我们都想为家乡

做点什么。”日前，李连会对记者说起他的初衷。他和
几名五通农民画家的想法一拍即合，报名后带上画笔，
走进了临桂各个社区的大街小巷。

为了让画作与社区相融，李连会和伙伴们在作画前
专程到榕山社区、虎山社区“采访”，了解到创城给居
民们的生活环境带来的变化，将居民的感受融入到画作
中。几天时间里，李连会和伙伴们先后创作了《葛家塘

新貌》《高风劲节铸乾坤》《漓江烟云》等巨幅墙绘，
最大的一幅约有 18 平方米。

“创城让桂林城乡变得越来越好，市民更文明，城
市更干净，我们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让城市的大街
小巷处处成风景。”李连会说，看着居民们纷纷在他们
画作前照相“打卡”，他们的自豪感和幸福感也油然而
生。画作里是让他们自豪的家乡变化和美景，画作外是
五通农民画家们热情参与创城、服务公共文化的参与感
和成就感。“我们五通农民画家为能为桂林创城贡献力
量而感到荣幸和自豪。”李连会说。

秀峰街道百梓社区主任李曲：

“居民们对创城的支持和参与，

是对我们最大的认可！”

福隆园老住户唐梅秀：

福隆园小菜市大变样
□本报记者陈娟 文/摄

“创城让我们这个小菜市大变样，我们买菜买得舒
心多了。” 8 月 28 日下午 5 时多，正在七星区福隆园
小菜市选购西红柿和辣椒的村民唐梅秀，说起了创城带
来的种种实惠。

唐梅秀住在福隆园已有几十年，自从有了小菜市，
她就经常在这里买菜。她告诉记者，原来这个菜市硬件
条件不好，比较脏乱，菜台只有 30 厘米高，大家买菜
都要躬着腰，年纪大的人有点吃力。这两三年，借着创
城的契机，村委逐步对菜市的顶棚、地面、排水、摊位

等进行改造，市场环境大为改观。特别是今年，村委
又积极响应创城号召，投入十多万元对菜市进一步提
升，将菜台抬高到合适的位置，卖鱼的鱼池也重新设
计改造了。“摊主和村民纷纷说好，摊位整齐美观，
地面整洁干净。”

不仅福隆园菜市环境改善了，旁边的公共厕所也
改造一新。村委还拆除了以前裸露的垃圾池，新修了
密闭的环保垃圾房，对垃圾池进行了分类。“像现在
大热天，也不会有垃圾异味，也不招苍蝇蚊子了。”
唐梅秀说，以前觉得福隆园地段好，但环境不好，但
通过创城，城中村的居住生活环境也大大提升，村民
幸福感更强了。

□本报记者刘倩

记者跟随秀峰街道百梓社区主任李曲一个下午，她的手机来
电基本没有停过。“大大小小、方方面面的事，总离不开两个
字：‘创城’！”她头戴草帽，脸上始终带着微笑。“创城攻坚
要做的工作很多，但这些工作都是为老百姓做好事做实事，都是
让社区的环境更好，居民生活更美好。想到这些，就觉得创城不
仅仅是累，更是一种幸福！”

自创城攻坚以来，李曲一直坚守在工作岗位，认真负责。作
为社区带头人，每天早出晚归，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全身心地
投入到创城工作中。无论风雨酷热，总能在社区创城第一线见到
李曲的身影。

日前，记者找到她时，她正在三多路一栋楼房前清除小广告
留下的“伤疤”。太阳当头，酷热难耐，她双手握着工具作业，
已经满身是汗。放下工具，在走回社区办公室的路上，她又遇到
了几位工人。“你们去清理楼道杂物吗？有些居民需要我们社区
人员沟通一下，我跟你们去。”她转身爬上了棠梓巷一栋楼房的
顶楼。清理完楼道杂物，她回办公室拿了创城宣传资料，又入户
进行创城宣传。

在居民俸雪琴家里，居民宋丽星、宋年祥几个邻居正在边弹
边唱开“音乐会”。“俸阿姨，你钢琴弹得真好，教教我吧。”
李曲亲昵地坐到俸雪琴身边，加入居民的“音乐会”。在大家其
乐融融的时候，她把创城宣传也传达给了居民们。

李曲说：“通过创城，路通畅了、楼道灯亮了、小区的环境
更好了，居民们都得到了实惠。大家更加支持我们的创城工作，
更愿意参与其中，这就是对我们最好的认可。”

□本报记者孙敏 实习生杨川凌

8 月 27 日，对于 82 岁的张玉年来说，是一
个特别的日子。这一天，在社区与创城包联单位
的共同帮助下，张玉年结束了烧柴明火煮饭的历
史，用上了燃气灶。“他们帮我们改善了环境，
让日子越过越好，像亲人一样。”

张玉年住在清风路 100 号一楼，老人平时爱
拾捡杂物，用捡来的废旧木材生火煮饭。天长日
久，家里东西越积越多，杂物堆放到了门前，占
用了公共空间。创城工作开展以来，叠彩区北门
街道办春江社区和挂点包联的叠彩区委统战部了
解到了老人的生活状况，很担心老人的安全。在
多次登门做通老人思想工作后，他们为老人清理
了杂物，整理清洁了房间，同时联系爱心企业，
为老人购买了燃气灶具，并在不到半天的时间里
安装完毕。

“这么快就帮我装上了燃气，一餐热饭都没
耽误，真是享到了你们的福气。”张玉年感动得
眼眶泛泪，拉着社区和统战部工作人员的手一直
不肯放开。“创城好，环境好了，邻里关系更近
了。我会尽快将占用了公共区域的剩余杂物清理
完毕，支持创城。”

八旬老人张玉年：

享了你们的福气，用上了燃气灶

□本报记者陈娟 文/摄

这几天，住在象山区铁西三里的居民
王文值，晚饭后就来到防洪渠旁的空地健
身，做几个引体向上后，他就在转盘上扭
起了腰。“这些新装的体育器材，为我们
锻炼身体提供了帮助。”

8 月初，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在包联象
山区创城督查时，了解到铁西三里小区有
一块闲置的空地，而这一带又缺乏可供居
民进行体育活动的器材，于是协调争取市
体育局支持，很快就在空地上安装了各种
体育健身设施。

设施装好后，每天早晨、傍晚都会吸
引不少附近的居民前来锻炼，他们一边健

身一边扯着家常。王文值说，这几个月，
象山区新竹社区结合辖区内老旧小区、无
物业小区较多的特点，联合相关部门开展
了放电影、文艺进社区、有奖问答等丰富
的文娱活动，吸引了辖区居民的参与，通
过这样的文化参与活动，为辖区的文明生
活带来新的活力，和谐邻里关系，也助推
了我市文明城市的创建。

“我们的家园更美丽，这给我们带来
了生活的幸福感。”在王文值看来，创建
文明城市，更重要的是让市民感受到城市
的变化。创城让大家切切实实地感受到社
区基础设施在完善、居民文明程度在提
高，大家共同营造的浓厚创城氛围以及生
活环境的好转，让大家不仅更感到舒心，
也更愿意参与文明城市的创建。

铁西居民王文值：

社区文体活动让大家更舒心

□本报记者陈娟 文/摄

8 月 28 日下午，七星区朝阳乡西南村
党支部副书记熊晓英，顶着烈日在欧家村二
段进行创城巡查，遇见的村民都主动和她打
招呼扯上几句，“没想到创城创到村里来，
修好路好走多了。”“周五村里搞卫生叫上
我。”

“创城尽管很累、很辛苦，但看到自己
的家园越变越好，得到村民的认可和支持，

觉得很欣慰。”晒得黝黑的熊晓英说，上个
月走这条路，还是破破烂烂的，下雨天路面
坑洼积水，更不好走。

这条道路是西南村委欧家村民出入的主
要通道。虽然经常小修小补，但破损严重，
创城测评不合格。为助力创城，西南村委经
过多方努力， 7 月底，筹集资金 8 万元，
利用一周左右时间，对欧家村二段进行全部
翻新，铺设沥青路面。

修整后的沥青路面长 250 米，宽 6
米，平坦整洁，给村民创造了良好的出行环

境。村委还组织人员对道路及道路两旁的
空地进行画线，规范路边车辆停车，更换
了 30 多个垃圾箱，提升村庄文明形象。

每周五下午，村委还组织党员和共建
单位逸欣科技股份公司员工一起进行环境
卫生大清洁，铲除小广告、清理卫生死
角。现在有越来越多村民自发参与到周五
的创城活动中。熊晓英说，“有人出人，
有钱出钱，得到了实惠，大家都想为创城
出一份力。”

朝阳乡西南村熊晓英：

250 米村道翻修方便村民出行

熊晓英站
在新翻修的村道
上。

▲唐梅秀(右)在改造好的福隆园小
菜市买菜。

▲李曲入户宣传创城时，与居民其乐融融。

记者刘倩 摄

▲五通农民
画家志愿者在描
绘《葛家塘新
貌》。

通讯员
刘艳凤 摄

▲受益于创城，让周荣成更理解创城、支持
创城。如今，周荣成和社区志愿者们一起，成为
社区里宣传创城、支援创城的生力军。

记者孙敏 摄

▲能够为美绘家乡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李连会感到很自豪。

（李连会供图）

王文值
正在利用社区
新安装的体育
器 材 锻 炼 身
体。

临桂民间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李连会：

变化在人 变化在城 变化在风景

▲叠彩区委统战部和叠彩区春江社区
工作人员为张奶奶安装燃气灶具。

通讯员蒋隆英 摄

▲修好的小区通道让周先朝与老伴出行更方便。

通讯员车志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