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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明 的 升 华
———我市文明建设五年巨变纪实

迎接市第十一次党代会特别报道之六

! ! ! !

市第十次党代会提出! 建设全国文

明城市!促进社会和谐"重点围绕全国文

明城市测评标准! 开展行之有效的创建

活动!建立健全国家卫生城市#环保模范

城市的长效管理机制! 全面提升城市文

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

"""题记

五年前，常州城市管理中的主角是

政府部门、执法人员，如今“文明连着你

我他、百万市民来找差”，并且，找差问题

迅速整改，部门城管变为全民城管；

五年前，常州经济开始飞速发展，市

民道德素质亟需同声共振，如今以群众

为主体，由群众来主讲的“道德讲堂”年

参与人次超过
!""

万；

五年前，常州慈善基金只有
#"""

万

元，如今以
$%

亿元的基金规模位居中国

地级市之首；

五年前，农村孩子节假日无处可去，

现在，遍布城乡的阳光驿站和乡村学校

少年宫为他们搭建了快乐的舞台。

常州，正呈现出和谐文明的崭新气

象。

刷新文明高度
今年

!

月
&

日晚，全国“道德模范故事

汇”基层巡演活动常州专场在大剧院举

行，能容纳上千人的演出厅座无虚席。当

演到大爱无疆、舍身救护孩子的常州教

师殷雪梅在医院不治身亡时，多人落泪，

其中，后排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女子甚至

啜泣起来。结束时，面对媒体来访，她含

着泪说：“真是太感动，它撞击内心灵魂

的最深处，洗涤人的心灵。”

两个月后，正是这位被道德模范故

事深深感动的中年女子，也被自己单位

举办的道德讲堂推选为道德人物。她是

市中医院的一位中层干部。她不是医生，

却有着病人送来的锦旗；她不是老师，却

有着学生寄来的书信。她为病房里素不

相识却身处困境的患者伸出援助之手；

她
$'

载资助
!

名家庭贫困的孩子完成学

业，自己只是工薪族；她连续多年关注

“周末关爱”，帮助
&

个贫困家庭完成心

愿……“真没想到，我的事情也成为了道

德讲堂上宣讲的内容。”她深有感触地

说，“最近医院里越来越多的同事，都会

主动联系我，表示要一起参与捐资帮困、

志愿者服务等活动，可见厚德载物，它能

使人追求向善之心；而我通过道德讲堂，

更体会到，能帮助别人是一种快乐。”

这，就是道德讲堂以“身边人讲自己

事，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人教身边人”

的魅力所在。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全市的道德建

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市的这

一举措，已引起中央文明办的高度关注，

他们表示常州的这种形式是精神文明建

设的有效载体，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并

把“道德讲堂”建设列入《全国文明城市

测评体系操作手册》。今年
!

月，中央政治

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再次批示要

求宣传推介。

深入推进“道德讲堂”建设，全市广

大干部群众着力在丰富形式、健全机制、

扩大参与、提升影响、增强实效上下工夫。

“讲堂”按照唱一首歌曲、看一部短片、诵

一段经典、讲一个故事、作一番点评“五个

一”基本流程，已经形成的
$("

个标准示范

点为骨干，
)"""

多个基层讲堂为基础的平

台体系，参与群众超过
!""

万人次。

广播、网络、手机形式的“道德讲堂”

也纷纷开通，广场式、楼道式、车间式的

“道德讲堂”广泛设立，就连“常人尚德”

新浪微博群，也已有粉丝超过
!

万人，网

民对“道德讲堂”高度认可，在本市重点

网站发主题帖达
(%)"

条，百度搜索“道德

讲堂”信息已超过
'!&

万条。至今，我市
)

次在全国文明办主任培训班上作交流发

言，“道德讲堂”正逐步走向全省、全国。

阳光下成长
市一中高一学生邵嶷在学校团委支

持下，利用暑期做了不少有意义的事情：

穿上“红马夹”在南大街步行街做文明交

通志愿者，请民俗专家季全保讲解老常

州文化，去韶山希望小学看望贫困儿童。

溧阳外国语学校五年级的吕敏瑞同

学，暑期则参加了“竹之韵”乡村少年宫，

在夏令营活动中爬山、钓鱼、采茶、跳竹

竿舞……

叶佳玲同学从
*

年前就参加了清潭

三社区“阳光驿站”活动，她年年参加演

讲比赛，而且今年还特别准备了《我要做

文明的好孩子》的演讲稿。

这
)

个孩子，分别是土生土长的常州

人、溧阳市农村人和随父母来常打工的

外地人，但他们在常州拥有同样幸福的

童年。

让每一个孩子都在阳光下健康成

长，是常州切实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多年来，我市

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全市学校、家庭、社

会整体推进，形成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三位一体”工作格局。
'+"&

年
$$

月，

我市被中央文明办表彰为首批“全国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

学校实施“校园德育”工程，开展德

育特色项目、德育品牌项目、德育特色学

校三个层次的创建活动；推进“五色教育

法”，完善德育工作体系，获得了中央文

明办工作创新案例三等奖；广泛开展爱

国主义教育、民族精神教育和革命传统

教育；注重人本关怀，推进生命教育等。

依托家庭第一课堂，实施“细胞优

化”工程，以“文明家庭”“学习型家庭”

“特色家庭”等创建活动为抓手，引导家长

以自身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为子女作表

率，培养子女关爱他人、关心社会；建设

$%&'

所家长学校，成立了家长学校总校，

建成全国第一所行业家长

学校———交通系统家长学

校；广泛开展家庭教育宣

传，普及家庭教育知识；启

动了“科学家教千村行”活

动。

夯实社区阵地基础，

实施社会整体推进工程。

在社区普遍建立“五老”未

成年人服务志愿者队伍。

戚墅堰戚大街社区在社区

活动室设立“四点钟课堂”

“流动书屋”，方便家长来

接子女。结合“文明社区”

“星级社区”等创建活动，

组织中小学生进行志愿者

服务，参加社区“阳光驿

站”活动。目前，在全市建

成“阳光驿站”
$"("

个，基

本实现了全覆盖的目标。

在农村地区，我市建成
)%

所乡村少年宫，保证每镇

一所，从而把学校德育工

作延伸到课堂之外，实现

了“离校不离教”的目标。

注重典型引领，选树

孩子身边的道德榜样。组

织了两届“十百千万美德

少年”评选宣传活动，在校

级评选万名、辖市区评选

千名、全市评选百名美德

少年和十佳美德少年，累

计
',)

万名孩子成为“美德

少年”，在荣誉的激励下变得更加优秀。

常州市首届十佳美德少年黄超然说：“我

要因我的存在，让身边的人过得更幸

福。”在美德少年的引领下，
%+

万未成年

人参与各种道德实践活动。

一种特殊的公益行动
(

月
-+

日，天气渐热，
!.

岁的市民朱

长流身穿“红马甲”，头戴“小红帽”，胸口

别着“城管找差市民代表”的工作证，和

其他
)

个队友一起，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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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 城 市 的 高 度
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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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创新型城市! 实现经济社会

的转型发展&建设生态城市!实现人与

自然的和谐共存''所有这一切!出

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的发展" 我们全

力推进文明城市建设! 目的也就在推

动市民道德素质的升级"

只有这样!人与经济#人与社会#

人与自然# 人与自我内心才能协调共

进"

道德素质的升级!需要一个抓手#

一个载体#一个推进器"在常州来说!

这就是道德讲堂"

道德讲堂收获的第一块 (金牌)!

是常州荣登 (

#$%$

中国十佳诚信政府

排行榜)"这是对常州地方政府守信程

度作出的高度评价! 也是对常州文明

建设#机关道德讲堂建设的充分肯定"

在政府的倡导和示范带动下! 道德讲

堂建设在全市各级机关#企业#学校#

社区#村镇#行业#新市民和广大市民

中广泛开展起来"

道德讲堂的魅力在于! 它贴近群

众生活实际和思想实际! 赋予时代所

需#群众所盼的新内涵!给公民道德建

设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道德讲堂改变

以往道德教育(你讲我听)的单向灌输

模式! 让群众都成为公民道德规范的

传播者和实践者"群众选群众#群众评

群众#群众学群众!群众因此成为公民

道德建设的主体和主角! 道德讲堂也

因此使公民道德建设成为(知行合一)

的过程! 发挥出了巨大的引导力和带

动力"

正是这种民主性和大众化特征!

道德讲堂成为了全体市民自我教育#

自我提升#自我完善的殿堂"道德讲堂

建设开展以来!好人好报渐成共识!崇

德尚善蔚然成风"这期间!全市推荐评

议各种类别好人
&'$$

多人!

&$

位道德

模范人物就是他们中的一组群像"这

些道德先进人物! 进一步丰富了道德

文化资源!形成了新的道德凝聚力#感

召力和引导力"

一个城市!最大的文明!是人的文

明&一个城市的高度!取决于道德素养

的高度" 道德讲堂极大地激发了全体

市民的内在道德自觉! 引导群众从自

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做

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一个积极进取的

人#一个为社会为人民不断贡献的人"

这些! 汇聚成为推动城市文明建

设的强大力量"

本版摄影 !胡平 #魏作洪 #张海韵 #虞岭

! ! ! !

全市所有
&"

个乡镇已
%$$(

建立乡村少年宫!并配

备了辅导员"通过这个平台!不仅丰富了农村少年儿童

的课外生活!更加强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 ! ! !

我市在城市管理中坚持长效管理机制!市民在文明城市建设中不断提升素质"由此!常州正变得越来越现代!越来越美丽''

! ! ! !

依靠全市人民发现问题#寻找差距!我市掀起市民和网民参与城市管理工作

的热潮"据调查!对全民找差发现问题的整改!群众满意率已达到
)&*%)+

"

! ! ! !

我市广泛开展(道德讲堂)建设!已有
,$$

万人次踊跃参与"这一创举引起了中宣

部的重视"由此!(道德讲堂)建设被列入*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操作手册+"

! ! ! !

我市无偿献血事业发展迅速!城区人均献血量居全省第一&城区累计设有献

血点
%'

个!其中献血屋
)

个!均居全省首位"

! ! ! !

从
,

年前的不足
#$$$

万元!到目前雄居全省第一的
%"

亿元!常州慈善基金规

模已成为全国地级市之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