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细处入手 把问题解决到市民心坎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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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手机，只用简单上传图片，输入
想反映的城市管理问题，市民立即就可
以参与到城市管理工作中来，而你反映
的问题，在办结之后，还会得到工作人员
的当即回复。

如何做到立即立案并办理的呢？市
民反映的问题通过手机传给值守在电脑
前的受理员，他们将市民提出的问题转
到值班长手中，值班长在核实后，立即将
问题递交派遣员，由他们按照不同部门
的分工及时处理问题。

这就是沙坪坝区正在广泛使用的沙
区全民城管在线系统，而位于覃家岗街
道的这个分中心，则是沙坪坝区城市管
理局正在建设的四个分中心里首个上线
运行的。

“这个分中心的建立，让我们对城市
的管理更加精细化，街道出现的城市管
理问题，将更及时有效地得到处理。”沙
坪坝区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随着
4个分中心在年底之前的建立完成，沙
区的数字城管系统，将可以更好地达到
城市管理面子里子一起抓。

全民城管在线系统
让市民参与城市管理

“螺蛳壳里捉稻草，城市管理工作就
是要从细处入手，彻底把问题解决到市
民的心坎上去。”相关负责人说，“市民就
是城市管理的参与者、监督者和受益者，
因此，我们努力让工作中心下沉，把城市
管理的触角延伸到市民身边。”

把事情办到市民心坎上去，沙区全
民城管在线系统功不可没。打开这套系
统，市民随时随地可以通过手机、电脑，
将自己身边的城市管理问题上报。

截至目前，已有6万余市民正在使
用沙区全民城管在线系统，现已经收到
市民反映的城市管理问题两万余件。

“这些市民就是让城市更加美好的
共建者。”

沙坪坝区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说，今年2月11日，沙坪坝区对双碑隧
道口上方约2600平方米巨幅违法广告
牌依法强拆，打响沙坪坝区整治攻坚“第
一枪”，就是来自于市民的建议。

如何能把“钉子”钉得准？除了沙
区全民城管在线系统之外，沙坪坝区的
数字城管系统也发挥了大作用，数字化
城市管理平台对接整合了公安视频天
网1万余路，提高及时发现问题能力，
实现视频资源共享。并借助智能视频
分析系统，检测占道游商、占道停车、骑
门摊等城市管理问题标本兼治，面子里

子一起抓。
随着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使用全民

城管在线系统，沙坪坝区开始实施数字
城管终端进社区工作。5月25日，随着
虎溪街道虎兴社区数字城管终端安装调
试成功，沙坪坝区在全市率先实现了数
字城管终端112个社区全覆盖。

而覃家岗街道分中心的建立，就是
为了让如此大量的数据能够得到更加精
细化的处理。

暴雨积水监控
让城市告别内涝之忧

夏季，是重庆暴雨最多的季节，8月
11日18：07，数字管理中心的电脑突然
发出报警，在编号为木材市场的监控点
上，发现水位超标，一分钟之后，这条消
息就被送达，相关部门立即着手处理。

这是沙坪坝区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心
率先在我市实施的暴雨积水监控系统。
目前，这套系统已经在沙坪坝区的19个
低洼易涝点设置有暴雨积水监测仪，其
中东部10套，西部9套。

随着这套系统的上线，今年夏季，沙
坪坝区没有发生一例内涝灾害。

而近日，一项城管“黑科技”亮相沙
坪坝区街头——这款看似普普通通、和
街边摄像头无二的球形机，实则是一只
只智慧大眼，暗藏着玄机，它能及时有效
地应对城市内涝，是对暴雨积水系统的
又一次智能升级。

“球形机能够对暴雨积水系统进行
一个强有力的补充，让预判更加精确。”
沙坪坝区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心相关负责
人说，升级前只是数字化的监测，升级后
就能通过仪器进行视频监控。工作人员
可通过13台高清网络球形机对易出现
积水的重点监控路段进行实时监控，在
原有技术的基础上，增加了视频判断手
段，避免了误判情况的发生。

据悉，暴雨积水检测系统是城市防
内涝的第一道防线，它依靠超声波测
距、远程视频监测等新技术，实现了防
汛防涝的智能化管理。它的准确率提
升，为城管部门准确把握城区内涝情
况、及时调度排水，以及为交管部门获
取信息助公众避险，都提供了更好的技
术支持。

“城市管理是门技术话，怎样才能让
工作更加有效，暴雨监测系统只是极小一
方面的体现，未来，我们还将建立沙坪坝
区的城市管理‘脑库’，聘请全国城市管理
专家，共同为沙区城市管理出谋划策。”相
关负责人说。

上街找问题，现场解决市民反映的各类城市管理难题，正成为沙坪坝区城管工作的新状态。今年以来，沙坪坝区城市管理局通过巡查、交
办、整改……从现场细节入手，打造美丽沙坪坝。

不论游客还是市民都可使用全民城管在线系统，街道工作人员和居民联手打造的老街新貌，以心换心的执法队员以及每天给城市带来洁
净明亮的环卫工人……沙坪坝区正从细处入手，彻底把问题解决到市民心坎上去，让城市亮出天际线，让人们可以推窗见绿，青山绿水花园城
市正在沙坪坝变为现实风景。

“当‘一米阳光’照进‘岁月里的房子时’，
我站在‘风车阶梯’上，手里拿着‘告白气球’，
在地面‘星座奇缘’里找到了你的影子。于
是，想起‘那些过去的童趣’，想起‘那些花儿
那些草’，想起那时站在‘艺树下’的那个你。
如今的我，想在‘心愿树’下许下愿望，希望有
一天在‘转角遇到你’，不管所有的‘花言草语
’，希望这次不只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走进沙坪坝区石井坡街道的老厂街，一颗
黄色的“心”上，记录了一首出自街道居民之手
的小诗。诗里的每一个引号，都是老街的一处
风景，曾经在不少老重庆人记忆中辉煌无限的

“厂区路”，在经历了衰败的数十年时光后，在
居民和街道工作人员的手中，再次焕发出了新
颜，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小清新”。

衰败老厂街变成时尚打卡地

厂区路还是叫厂区路，只是在它后面，多
了一个“时光里”的新后缀。

“时光里”，这个文艺范儿的名字，正是这
条老街涅槃重生的真实写照。在这里，所有过
去的时光被逐一复原，老自行车、老收音机、老
唱片、老房子……在这里，所有的一切又得到
了新生，老自行车、收音机和唱片，成了崖壁上
最好的“装饰画”，老房子成了居民和美院学生
们最好的画板，就连不起眼的井盖、墙壁上的
下水管，都被有爱的居民们绘上了童趣盎然的
画作……

八月盛夏，在沙坪坝区石井坡街道，刚完
成改造的这条老厂区路上，不仅有绿植的荫
凉，还增添了不少充满趣味的涂鸦与装饰，将
这个《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电影中的经典取景
地打造成了一条现代感与年代感交融结合，充
满别样风情的涂鸦街。

进入厂区路，一眼就能望见“厂区路·时光
里”的街道招牌。心形的招牌上，还写着一首
小诗，将涂鸦街的各色景点名以一种富有诗意
的方式聚集在了一起。

再往前走，就是美院的学生们、志愿者们
和石井坡街道社区居民们共同完成作画的一
面涂鸦墙。

石井坡街道相关负责人说，之前，这条街
上的墙壁满是泥泞和老旧的树根，来往的车辆
为它蒙上一层灰尘。现在，上面既写着不少标
榜年轻人态度的SLOGAN（口号），也有漂亮
的花草风景画，还有栽种下的菊花、格桑花等
花草相衬映，为这古老的社区带来了一丝文
艺、清新的氛围。

中间伫立着两三栋由旧房改装成的小屋，
粉、蓝、绿的撞色搭配让人想起好莱坞电影《卡
萨布兰卡》中的经典小房子，踩上去还会吱呀

作响的木梯、旧式的青绿色排气扇又时刻提醒
着它的年纪。

搬走的老街坊又回来了

老街上，最能让人勾起回忆的，或许要数
涂鸦墙上富有年代气息的发黄挂画了。

滚铁圈、跳房子、跳山羊、弹弓，可以说是
八九十年代人的共同儿时回忆，黑胶唱片和挂
在墙上的彩漆自行车、老旧的录音机，其中不
少甚至是居民自个儿掏出压箱底的家伙出来
做装饰的。

其实，在这条街上的老人们，大多都是从
各个工厂，尤其是特钢厂出来的工人，都有过
一段辉煌的历史。

石井坡街道相关负责人说，老街代表着重
庆历史上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这也成为了他
们打造这条老街的初衷，不要让时间的车轮埋
没了如此有历史文化气息的老社区。

“我们觉得，应该考虑让老街如何在承载
过去厚重历史的同时，又能有对未来的美好期
盼。”

这个想法，催生了今天文化元素丰富、得
到游客居民双重称赞的涂鸦街。

老街的打造，最初是由街道请来的川美学
生们担纲的，可是，看着自己住的环境越来越
漂亮，居民们坐不住了。

65岁的杨永菊从小就在这里长大，她甚
至还能指出自己小时候玩耍的宝地。就在半
个月前，她和另一些居民一起为了涂鸦街拿起
了从未接触过的画笔。

“你看，这是我画的花！”她兴致勃勃地把
涂鸦上的一朵花指给一起唠嗑的阿姨们。

杨永菊说，原来，居民们总是觉得老街老
了，想尽办法搬离，可现在，老街的焕然一新居
然把这些老邻居们都引了回来，而且住着就不
愿意走了。

因为老街的点滴变化，都有居民们的亲身
参与，所以，这条老街上的每一个人都爱极了
街上的点点滴滴。涂鸦是否完好、装饰有没有
被碰掉……不用街道工作人员巡查，大家自己
就会时刻留意。

如今，刚刚完工的老街已经吸引到了不少
游客和本地人前来打卡观光。而街道还计划
把街上开了几十年的包子店，小卖铺打造为文
创小店，挖掘出新元素，带来新的生命力。

石井坡街道相关负责人说，“老厂街·时光
里”的成功打造，让他们探索出了一条街道与
居民共建的新路子，除了这条“厂区路·时光
里”之外，石井坡街道打造的另两条各具特色
的“童话里”、“十#里”，也将在本月底正式与游
客们见面。

每天走出家门，她面对的就是一根根
栏杆，和她做伴的，是抹布、水桶和钢丝
球。从上至下，从左到右，工作，对她来说，
就是这样简单而枯燥的重复。

而她，已经坚持了1500多个日日夜
夜。

她就是沙坪坝区环卫处护栏组大组长
顾白露。

“弯腰、提水、擦拭、走路，这就是我一
天的工作情况，没啥可多说的。”说起自己
的工作，顾白露这样简单地形容，对此颇有
点不好意思。

每天要抹多少护栏？“2917根。”顾白
露脱口而出。1500多个日日夜夜地打交
道，早让她对自己负责的护栏了然于胸。

“我不懂什么大道理，只知道我的工作
就是让这些护栏干干净净，让人们需要依
靠把扶的时候，不用担心会弄脏自己的衣
服和手。”

弯腰提水擦拭走路
是每天的固定动作

对许多人来说，街道干不干净，一眼可
见，而街边的护栏则少有人留意，更很少有
人关注到，我们身边，每天还有一群专门和
护栏打交道的护栏组环卫工。

在沙坪坝区，每天都有8个护栏小组
在工作，每组16个清洁工人和1名司机，
各组负责六七公里路的护杆清洁。顾白露
就是其中的一员。

凌晨三点半，大多数人还在熟睡的时
候，顾白露已经起床了，她要赶在上班的行
人之前将自己所负责的护栏擦拭一新。顾
白露成为环卫工人的四年多时间，每天的
行程几乎都是如此。

擦拭护栏，看似简单，可绝不是个容易
活儿。

“弯腰，提水，擦拭，走路，这差不多就
是我们一整天一直在干的事。”顾白露挥舞
着手中的抹布说，擦拭护栏首要的就是要
看清楚每一根护栏的重点清洁点在哪里，

“可不能随便一抹就了事。”
每天凌晨3点半准时起床，凌晨5点

到上午11点间，顾白露一直奔走在城市的
各条街道，人行护栏、防撞护栏、隔离护栏、
接触护栏，只要是城市里目所能及的栏杆，
都是她们的清洁目标。

4年前，顾白露刚开始接触这份工作

的时候，沙坪坝区的护栏路段接近30公
里，护栏组2组，如今城市发展，护栏路段
达到120公里，她们也成为了有着10个小
组，百名工人的护栏大组。

心怀善良和感恩
是勤恳工作的动力

对于清洁护栏的流程，顾白露如今已
经烂熟于心。

护栏组配有5辆3吨的小水车，5辆8
吨的小水车和4辆机械化清洗车，虽然有
水车随行，可大多数时候，顾白露都要自己
提上水桶，一步一挪地去清理栏杆。

顾白露说，对那些落灰较少的栏杆，只
需要用清水打湿，拿泡沫或者抹布擦拭干
净就可以了。不过，一旦她们拿出钢丝球、
洗衣粉和泡沫丝这些工具“上阵”，就意味
着要打一场“硬仗”了。

那些沾满油污、泥水的栏杆需要仔细
清洗，先用钢丝球刮除顽固污渍，后用泡沫
丝清理剩下的。有时候甚至还会碰上留有
口痰、大便的栏杆，顾白露也能眼不眨眉不
皱平静地清洗干净。

枯燥的工作不会有太多新内容，每天
无非就是护栏脏的程度不一样。成为护栏
组组员的这几年，顾白露觉得，让自己数年
如一日愿意勤勤恳恳工作的动力，就是“善
良和感恩”。

一开始，组员们大多是为了养家糊口，
有的失去了爱人，有的需要撑起一个饱受
癌症困扰的家庭，后来，他们自愿为城市的
洁净做一份贡献。

有的工人发现旧家具店的泡沫很适合
用来清理护栏，分享给其他组员后，他们就
自发地去收购或回收。

难过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有一次在餐
饮店门口，顾白露一边在用清水、洗衣粉擦
拭，不料，餐馆的工人视若无睹地将脏水、油
污泼到街上，溅射到原本已经被擦拭一净的
护栏上，“一般我们越洗越干净，那次却是越
洗越脏”。甚至有时候在马路上，做着自己
职务内的工作，却仅仅是因为环卫工人的身
份，就会遭人白眼、受到无端的辱骂。

但在顾白露看来，更多需要被记住的
是令人感动的事情。市民对环境更为爱
惜，同事们团结互助，工作认真受到表扬，
都成为了她“善良和感恩”动力中的一部
分。

在重庆“人山人海、接踵摩肩”的热门
景点磁器口，有这样一支穿着巡逻制服的

“蓝色”小队，不管风吹雨淋还是烈日当头，
始终牢牢地守护在此。

程肇伟作为沙坪坝区综合行政执法支
队二大队的大队长，正是这支蓝色小队的
一员，共同守护着磁器口古镇的美好环境
和居民安全。

与印象中执法队员们一脸严肃满口生
硬不同，程肇伟巡逻的时候，总是走走停
停，和东家聊聊最近遇到的困难，帮西家出
出主意怎样才能更好地经营。每进一个
门，程肇伟迎来的总是满脸的微笑和一声

“小程，来了啊。”
这样的和气温馨是程肇伟多年和商家

们以心换心得到的回馈，“让每一个商家和
居民意识到他们是这座城市的主人和管理
者，我们的工作就能事半功倍。”

用心劝服商家 整顿景区风气

在磁器口古镇上，时常能看到一支特
殊的巡查队，他们中间除了小部分是身着
蓝色制服的执法队员外，大部分是商家老
板。

更让人奇怪的是，面对违规经营的同
行们，一拥而上的反倒是老板们，大家你一
言我一语地讲起了道理。

这就是程肇伟和他的同事们在工作中
探索出来的巡查纠违志愿队，这支队伍里
的每一位志愿者都是磁器口古镇内的商
家。

说起这支队伍的来历，程肇伟坦言，并
非一帆风顺，而是在城市治理中转换思维
方式的结果——城市管理不是单纯的从上
至下，让商家和百姓都成为磁器口古镇的
管理者，才能让古镇的环境越来越好。

说起原来的磁器口，程肇伟脸上露出
一丝苦笑。为了让生意更好，一段时间里，
商户间纷纷“效仿”，争相把货物、商品，甚
至店面都搬到了门前的一方地上。一时
间，磁器口不光人满为患，许多店家的商品
也堵塞着这本就不太宽敞的古镇小巷，人
多摊多，古镇的石板路变得越来越窄。

如何让古镇恢复它原有的样貌？为了
解决乱堆乱放的问题，程肇伟和他的同事
们费了不少心力。

他们先是选择严令喝止、劝告违规操
作的商户。可谁知道，这头他们把米花糖
拎进了店里，那头，卖冰糕的小户又悄悄把
冰箱推到了门外。

一次次的，商家和城管队员就这样在
古镇上打起了“游击战”。

“硬”的不行，那就来“软”的。程肇伟
开始跟商户们打起交道来。人和人一熟起
来，就有了交情。

拉拉家常，为商户们出谋划策，“我们
和商户打熟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就拉
近了。这时候商家们开始愿意听我们讲
话，能够良好地执行规定，从‘对着干’变成

了‘跟着干’。”程肇伟说。
程肇伟的工作还是以劝导疏导为主，

遵循着“以教代罚”的行为准则。执法人员
建立了“门前三包”商户联络微信群，及时
发布城市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和便民审批事
项信息，与商户共同探讨城市环境整洁管
理新方法。

甚至有部分商户自愿担任门前三包监
督员，配合执法人员对责任片区的“门前三
包”情况进行跟进，发现问题及时上报，从

“跟着干”演变成“帮着干”。

用心劝离居民 防洪水于未然

今年8月的那场洪水，至今仍让不少
人记忆犹新，位于江边的磁器口，自然也面
临着江水上涨带来的危机。

自幼在磁器口长大的居民们，日日和
江水为伴，对即将到来的洪峰，大部分人是
不屑一顾的。可是，洪峰的数据却告诉程
肇伟，不能放任居民们的“自信”，在洪峰到
来前，要积极配合辖区街道想办法撤离警
戒线以下的所有居民和商户。

“倔。”说起劝服撤离的过程，程肇伟只
憋出了这个字。

“几乎每个人都告诉我，自己在这里住
了几十年，从未被淹过，这次肯定也淹不到
他头上来。”

洪峰一秒秒地逼近磁器口，再过一个
晚上，指不定醒来时居民们的家当就已经
被洪水淹没，损失必定惨重。

怎么办？“比他们更倔。”程肇伟蹲进了
居民家里，当起了说客。

“就那么一个道理啊，我换着花样说了
十几次，直说得口干舌燥，声音嘶哑，感觉
喉咙都冒烟了，大家还是不肯撤。”最后，程
肇伟抱着仅剩的一丝希望询问，既然不肯
撤离，那能不能让执法队员们帮忙，先把家
具电器抬到高处安置，尽量减少损失？

面对程肇伟不厌其烦地劝说，居民们
被他的诚意和热忱所触动，同意撤离。

一听同意撤，程肇伟带着队员们主动
上前，扛起电器就往石梯上搬，一趟两趟三
趟……一步步的石梯上，一个个蓝色的身
影来回奔波着。

一整夜，程肇伟一秒未眠，和同事们连
夜撤走了警戒线之下的1100多家居民和
商户。

白天来临，夜间撤离的居民和商户进
入了酣梦之中，而程肇伟又得知警戒水位
再次提高，于是，他带着队员们二话不说又
奔赴下一个撤离地。

直到洪峰安全通过磁器口，50多个小
时未眠未休的程肇伟才彻底松了一口气。

“执法队员和老百姓从来都不是对立
面，我们只是城市美好环境的携手共建者，
以心换心，以情换情，大家完全可以共同努
力，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美好。”程肇伟说。

本版文/本报记者 李晟 实习生
翁艾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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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案例：沙坪坝区覃家岗街道数字城市管理分中心
候选奖项：城市治理创新范例
推荐单位：沙坪坝区城市管理局

全民参与
数字城管系统让城市管理精细化

市民随时随地可以通过手机、电脑，将自己身
边的城市管理问题上报

候选街巷：沙坪坝区老厂街。
候选奖项：最美街巷
推荐单位：沙坪坝区城市管理局

涅槃新生
沙坪坝老厂街成时尚打卡地

石井坡街道探索出联合居民共建社区的路子，老街巷
焕发出新容颜

候选人物：顾白露，女，沙坪坝区环卫处护栏组大组长
候选奖项：最美环卫工人
推荐单位：沙坪坝区城市管理局

任劳任怨
清洗2917根护栏是她每天的工作

让护栏干干净净，市民靠扶的时候不用担心会弄
脏衣服和手，是顾白露最大的目标

候选人物：程肇伟，男，沙坪坝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二大队大队长
候选奖项：最美城市管理执法队员
推荐单位：沙坪坝区城市管理局

以心换心
和商家打成一片是他的工作妙计

程肇伟坚信，让商家和百姓都成为磁器口古镇的
管理者，才能让古镇的环境越来越好

程肇伟（中）和队员纠正商铺违规摆放货物的问题。 上游新闻记者 甘侠义 摄

顾白露正在清洁路边的护栏。

沙坪坝区覃家岗街道城市数字管理中心。

改造后的石井坡老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