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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是展示城市文明形象的窗

口。“以前每到傍晚，街边的一些饭店就

会在人行道上摆摊烧烤，吸引来往的顾

客。从远处就能闻到呛人的烟味。现

在都在店里烤，路顺畅了，空气也好

了。”市民鲁萍每天下班后都要经过街

边的几家饭店，对于周边环境的改变她

竖起了大拇指。

春暖花开的季节，除了喜欢烧烤，

室外自己烧烤也受到市民追捧。“出去踏

青经常看到有人在野外烧烤。秋天的时

候去红叶湾，有的市民在临湖的空地上

自己架上烧烤架，地上铺满各式各样的

食材。”市民方茜表示，在红叶湾，果皮、

包装袋等垃圾随处可见，空地上甚至还

有烧过的木炭，不仅污染了一片好美景，

用木炭烧烤也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

市民鲁萍表示，和朋友外出野炊十

分有乐趣，但要选正确的地方。“自己带

上食物、烧烤架等，大家一边聊天一边烤

食物，比去饭店吃要有趣多了。不过现

在我们都在驿站烧烤，有的驿站会提供

相应的器材，自己带上食物，走后把地上

垃圾整理干净就行。有的人喜欢在湖边

空地烧烤，洗菜也在湖中洗，这样对环境

有影响，天气干燥时还不安全。””鲁萍表

示，作为千岛湖的一员，应该提高自己的

环保意识，在提供烧烤场所的地方烧烤，

如驿站、民宿等，不在水边等空地上就地

烧烤，以免对环境造成破坏。

““市井村巷市井村巷””传来传来““好声音好声音””
我县基层群众积极参与破旧立新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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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十四届六次全会和县“两会”将破旧立新、“两高”发展确立
为今年及今后一个时期工作的主题主线，这是我县面对更高要求的
保护与发展而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开展破旧立新大讨论活动根本目的是在明晰“共抓大保护，不
搞大开发”内涵下，通过一次思想解放，弄清楚“破什么立什么、为什
么破为什么立、怎么破怎么立、谁来破谁来立、何时破何时立”等问
题，解决一批与“两高”发展不相符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实现生态优
先、深绿发展、生态富民和科学跨越。

淳安发展需要群策群力，破旧立新也离不开百姓的参与。日
前，记者深入基层，采访了一批普通群众，他们纷纷就日常生活中的
民生问题展开讨论，掀起了一股来自“市井村巷”的思想春潮。

“在湖边洗衣不仅危险，而且影

响城市形象。”住在西园社区的唐伟

军说，希望相关部门加大巡查力度，

及时发现，及时劝止。同时，他也呼

吁广大市民自觉保护千岛湖水资源。

唐伟军家住明珠一区，平时常

来滨湖路散步。他发现，有的人会

将拖把拿到湖里涮下，衣服拿过来

洗的很少，不过夏天来湖边野泳的

市民多，一些人就会顺手将换下的

衣物洗掉，看着洗东西产生的泡沫、

污渍在水中漂浮，实在不雅。

有的人对湖边洗东西不以为然，

认为不会产生污染。作为一名教师，

唐伟军表示，洗衣粉、肥皂、洗衣液一

般含有磷，当排入量超过水体自身的

净化能力时，就会破坏生态系统，而

且磷元素非常容易诱发水华，造成水

体富营养化，引起藻类大量繁殖，进

而危害生态系统安全。

与此同时，唐伟军认为，在湖边

洗衣很不安全，万一脚下一滑，发生

意外怎么办？他说，千岛湖这么深，

一旦发生意外旁人根本来不及救援，

所以，不管是洗东西还是野泳，还是

别去湖里的好。

唐伟军说，近年来，从上到下，都

在进一步加强生态保护。千岛湖是

淳安未来发展的根基所在，每个人都

有义务和责任保护我们的母亲湖，所

以，偶尔看到湖边洗东西产生的脏东

西，心中不免有些担心和心痛，只有

把千岛湖保护的更好，淳安才能实现

更长远的发展。

城区种菜现象屡禁不止，从白色

泡沫箱、花盆种小菜到毁绿种菜、边

坡种菜、屋顶种菜，不少人为图一己

之利，养成了毁绿种菜这一坏习惯。

而这种坏习惯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城

市的市容市貌。

江滨社区工作人员陈燕介绍，有

居民说，种菜不也是绿化吗？其实不

然，小区里任意种菜，侵犯了居民公

共土地的使用权，而且浇肥种植，影

响空气质量又极易招来苍蝇蚊虫，屋

顶种菜还会造成屋顶渗水，边坡种

菜，久而久之会造成水土流失。由此

可见，城区种菜除满足种菜人的自身

乐趣和个人需求外，对居住环境没有

一点好处，反而带来诸多的不利

因素。

陈燕说，为了大家住得更舒适，

改掉毁绿种菜这一坏习惯是很有必

要的。有种菜情结的居民，应该彻底

转换“农民角色”，不能见空地就种上

各种蔬菜。

陈燕表示，破除毁绿种菜的坏

习惯，不是一句两句劝导就能改变

的，需要个人、家庭、社会的共同努

力，作为小区的一员，大家都要遵守

小区公约，主动摒弃毁绿种菜的旧

思想，逐步转变观念，不妨多养养花

弄个盆栽，为美化自己的家园出一

份力。

“狗很奇怪的，哪里干净往哪里拉

屎，你看看这大马路上，让人怎么走

路。”近日，在姜家镇的郭村村，方大爷

指着一堆黑乎乎的狗便，忍不住抱怨

起来。

狗儿虽可爱，但随处大小便的行

为，却让不少市民反感。记者采访发

现，绝大部分市民对乱吠、随地便溺、不

牵狗绳等不文明养狗行为深恶痛绝。

每天傍晚7、8点钟，住在淳建新村

的大学生王欢准时会听到附近一只狗

吼叫。“本来准备公务员考试，听到狗叫

特别焦躁，别提有多烦！”王欢说，狗叫

扰民十分普遍，往往一只狗开始叫起来

之后，会产生连锁反应，其他狗也聚在

一块汪汪汪跟着叫，而且越叫越凶。

天气逐渐热起来，上了年纪的王阿

姨喜欢外出散步，不过最近的一次走路

有些不快。“一脚下去就是软软的，我当

时就想‘糟了’！”当天，王阿姨在大墅镇

的集镇上散步，稍不注意就“走了狗屎

运”。

交谈中，王阿姨还告诉记者，她的

孙女天生怕狗。前不久中午去小店买

零食，结果一只“萨摩”突然从人群里窜

出来，伸着两只大前爪就往她孙女身上

扑了过去，“倒是没有咬她，但就那么冲

我孙女扑过去，当场就把她吓哭了，狗

的主人还说我孙女矫情，她的狗不咬

人，你说气不气人。”

不过，即便是对狗敬而远之的市

民，对文明养狗者也并不排斥。“小区内

也有居民出门系狗绳，随时拿着纸清理

狗的大小便，看到有小孩更是会马上把

狗抱到自己怀里，这些养狗者我并不反

感。”市民王小凡说。

养狗人王清则表示：“养不养狗是

个人选择，但养了就要履行义务。”他

说，他养的贵宾狗“豆豆”十分喜欢热

闹，因此只要有空，就一定会带上“豆

豆”到处走走。不过，他早已为狗做了

狗牌，还注射了疫苗，“在公共场所，就

该遵守公德和公共秩序，对不规范养犬

者要严管，如果放任下去，社会对狗和

养狗的人会越来越反感。”

近日，望湖社区联合城管城东中

队、明珠业委会、钱塘物业公司，对明

珠花园二区和三区的私搭乱建雨棚

进行整治，表明了对小区居民私搭乱

建零容忍的坚决态度。

“拆的好呀，别的不说，孩子跑

来跑去都不会磕着碰着了。”看着蓝

色的钢架顶棚被拆除，王阿姨鼓掌

称快。“安全隐患确实有。”一旁的居

民说道，“接下去夏天如果刮台风，

容易刮起来的，到时候砸到人谁负

责？”

自我县大力开展三改一拆和小

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以来，全县的乱搭

乱建现象已经得到较大改善。记者

走访发现，无论是乡村还是社区，普

遍干净整洁、秩序井然。

“现在确实管的严格，我之前想

搭个鸡舍养几只鸡给孙子吃，村里干

部告诉我不能搭，说是违章建筑。”家

住临岐镇的许大伯说，村两委和镇里

干部抓的很紧，每周二下村的时候他

们都要走走看看，一点点小违章都逃

不过他们的眼睛。

重拳整治下，淳安的角角落落都

清清爽爽，居民的幸福感更强了。而

针对乱搭乱建问题，一些市民更是有

话要说。“最有效的措施是防患于未

然，所以相关部门应畅通举报渠道，

让小区居民和村民互相监督，越早发

现，越早制止，越早采取措施，就越主

动、越有利。”

“衣服就挂小区门口的公园里，进

进出出看着太不雅观了，这好好的草坪

也被踩踏坏了，真是让人生气。”张女士

说，周末她带着宝宝出门晒太阳，可谁

知公园里到处都晾满了东西。在两棵

较大的树木之间，还牵上了一根绳索，

成了自制“晾衣架”，让她很是气愤。

随着气温逐渐升高，不少市民趁着

晴好天气纷纷开始晾晒衣物。然而，其

中也难免出现了许多不文明的晾晒行

为，让城市的形象大打折扣。

家住火炉尖的陈阿姨告诉记者：“要

说起见过的不文明晾晒，用‘花样百出’

来形容也绝不夸张。比如自己搭杆子晾

在路边的、挂在景观树上的、晒在公园长

椅和石凳上的……远远望去红的绿的一

大片，实在是大煞风景。在一些老旧小

区，还会有人直接把湿漉漉的衣服晾在

电线上，一点儿安全意识都没有。”

“公园、道路等地属于公共场所，不

应该被某一市民随意占为己用。而且

千岛湖作为一个远近闻名的旅游城市，

日常来来往往的游客很多，如果这种不

文明的晾晒行为不能得到合理的整治，

就会给外来游客留下不好的印象。”市

民刘佳佳说道。

不文明晾晒行为既影响城市形象，

也损害公共利益。究其原因，一方面是

小部分市民的素质还有待提升，另一方

面则与城市晾晒空间不足有很大关系。

对此，要想彻底解决不文明晾晒行

为，首先市民应当提升自身素养、转变观

念；其次，充分发挥社区、物业、执法等多

方力量，做到对不文明行为引导教育和

建设规范化晾晒场所“双管齐下”，才能

共同打造一个美好宜居的城市环境。

“您好，麻烦靠边停下吹个气。没问

题，感谢您的配合，注意行车安全！”近日

的一天晚上，在珍珠半岛至坪山方向路

段，交警们依然坚守在岗位上，严查来往

车辆司机是否存在酒驾行为。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从起初

朗朗上口的宣传教育口号，到现在的入

脑人心的行车安全底线，近年来，不仅仅

是车主们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改变，“拒

绝酒驾”俨然已成了社会公认的规矩。

每当夜幕降临，王军总会穿梭在各

大饭馆酒店，为聚餐饮酒的朋友提供代

驾服务。做代驾时间久了，他总是会遇

到许多熟客，其中一位刘先生便是他的

老朋友。近一年，老刘叫车的频率越来

越高，从以前的月均两三次到现在几乎

每周的两三次。

在和老刘的聊天中，王军得知了缘

由：“老刘说，现在大家的思想观念都不

一样了，出门吃饭都不经常喝酒，如果

需要应酬不得不喝，就会叫个代驾。毕

竟生命安全重于天，酒驾无论是对自

己、家人还是其他陌生人，都是极不负

责任的行为。”

“大家的变化，其实与近几年治理

酒驾的不断严格也有着密切关系。”车

主小方说，“以前一部分人总心存侥幸，

认为只喝一点不会被发现，可现在不一

样了，查处酒驾的仪器精准度越来越

高，惩处力度也不断加大，一旦喝酒遇

上交警，就意味着车主将面临极其严重

的处罚。希望大家都能切实遵守法律，

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过年那会村里的烟花响彻天空，

根本就没法睡觉。好不容易睡着了，半

夜又被村里此起彼伏的烟花声给吵

醒。”老家在临岐的鲁亚丽说道，小时候

最爱的便是看烟花，但随着年龄的增

长，烟花声对她来说反而太吵。

而对不少小朋友来说，过年除了收

红包，最爱的便是放烟花爆竹。乐乐今

年11岁，家住西园社区，每年一放寒假

他就赶着回老家。对于乐乐来说，在城

里没法玩烟花和小火炮，让过年少了年

味，“小区不能玩火炮，在老家就自由自

在，过年买的烟花爆竹还剩不少。”乐乐

开心地说道，过年当天家里就买了

1000多元的小火炮和仙女棒。

城区虽不能燃放烟花，但也有不少

小朋友管不住自己的手，忍不住要玩一

玩，“过年那几天，一到晚上就能听到有

小孩在楼下玩仙女棒，以及扔在地上就

有响声的小火炮。”市民方圆说道。

自我县实施“烟花爆竹”禁令后，燃

放烟花爆竹得到很好控制。为了让市民

不购买、不燃放烟花爆竹，李家坞社区杨

俊表示，每年过年前，都会在楼道中发放

宣传单，提高居民的环保意识。

“家门口都没有卖烟花爆竹的地

方。前几年城区可以放烟花，每到过年

那几天，到处一片爆竹碎屑，开车都没

法开。现在好了，没有烟花天空都常

蓝。”家住城东社区的何先生表示，以往

过年祭祖时免不了放爆竹，现在每到祭

祀时节，村中会有巡逻员劝导大家文明

祭祀，禁止燃放烟花。

毁绿种菜不能听之任之

坚决向乱搭建说“不”

湖边洗衣需制止

不文明养狗该休矣

拒绝不文明晾晒

对酒驾行为说“不”

禁燃烟花让天空常蓝

室外烧烤要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