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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恼人的环境噪声污染，成都将启动为期半年的
攻坚行动！8月15日，记者从成都市大气、水、土壤污染
防治“三大战役”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成都市2021年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攻坚行动方案》已经正式印发并实
施，以社会生活噪声和建筑施工噪声整治为重点，通过
管理、规划、公众监督与约束等手段，集中解决一批群众
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力争2021年下半年社会生活噪
声和建筑施工噪声投诉量同比分别下降10%以上，切实
改善群众居住环境，提升城市声环境质量。

从重点领域攻坚行动部署看，“5+1 区域”（指高新
区、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将依据声环
境质量状况和噪声投诉情况，制定社会生活和建筑施工
噪声专项削减计划，力争2021年下半年两类噪声投诉量
同比分别下降10%以上。其余区（市）县（管委会）针对本
区域的噪声投诉情况开展专题分析并出台整治措施，力
争2021年下半年噪声投诉总量同比不增加。同时，将开展
隔声减噪标准执行情况专项检查，重点检查新建住宅噪
声公示和交通干线两侧既有住宅建设单位落实《民用建
筑隔声 设计规范（GB50118-2010）》《成都市交通设施沿
线临街新建住宅噪声防护技术规定》等标准规定的情况。

利用科技手段强化建筑工地噪声监管，是此次攻坚
行动的亮点之一。据悉，从11月1日起，四环路内建设时
间超过一年的建筑工地将安装噪声自动监测设备，设立
LED显示屏实时显示，接入“智慧工地”平台，设置噪声
超标报警功能，实现噪声实时监控，对多次超标或长时
超标的建筑工地纳入重点监管，力争2021年下半年建
筑施工噪声投诉量同比下降10%以上 。

运渣车深夜扰民，是不少市民投诉的热点问题。为此，
攻坚方案中明确，将加大运渣车领域新能源推广力度，力
争完成2021年新能源运渣车推广任务，并优先在中心城区

“11+2 区域”（指天府新区、高新区、锦江区、青羊区、金牛
区、武侯区、成华区、龙泉驿区、青白江区、新都区、温江区、
双流区、郫都区，下同）推广新能源运渣车的使用，减轻运
渣车对城区的噪声污染 。同时，将优化运渣车等工程、货
运车辆昼间入城方案，加强夜间运渣车等工程、货运车辆
限速降噪管控，8月底前计划出台运渣车等工程、货运车辆
限速降噪管理办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一心一意跟党走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辽宁省抚顺市雷锋纪念馆，陈列着雷
锋生前在部队开过的 13 号汽车。驾驶位
上，端坐着雷锋的塑像，手中捧着一本《毛
泽东选集》。

雷锋纪念馆馆长任广友介绍：“雷锋
生前经常在车中学习《毛泽东选集》，他将

《毛泽东选集》比作粮食、武器和方向盘，
还在日记中写道：人不吃饭不行，打仗没
有武器不行，开车没有方向盘不行，干革
命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行。”

雷锋精神内涵丰富，包括崇高理想和
坚定信念、奉献精神、敬业精神、创新精
神、创业精神。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热爱党、
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坚
定信念。雷锋生前在日记里写道：“我就是
长着一个心眼，我一心向着党，向着社会
主义，向着共产主义。”正因为拥有崇高理
想和坚定信念，雷锋把平凡的工作与党和
国家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无怨无悔地
奉献自己的所有。

从 1961 年开始，雷锋经常应邀去外
地作报告，出差机会多了，为人民服务的
机会就多了，有了“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
做了一火车”的赞誉。一次雷锋在沈阳站
换车，用自己的津贴费为一位丢了车票和
钱的中年妇女买了一张去吉林的火车票。
这位妇女含着眼泪问：“大兄弟，你叫什么
名字，是哪个单位的？”雷锋回答：“我叫解
放军，就住在中国。”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

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
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是雷锋22年短暂人生的真实写照。

雷锋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
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每一项工作中去，以
高度的敬业精神和责任意识，出色完成各
项任务；真正做到了像一颗螺丝钉，拧在
哪里，就在哪里闪闪发光。

雷锋精神产生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火
热实践中，也是五千年优秀中华文化和红
色革命文化结合的产物。

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田鹏颖
说，雷锋精神是永恒的。它指引人们把崇高
的理想和价值追求融入日常工作和生活，
激励人们把智慧和力量奉献给党和国家的
事业发展，从而实现自己的价值追求。

从一个名字
到中国人的道德标识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向雷锋同志
学习”的题词发表，全国各条战线、各个行
业迅速掀起学习雷锋先进事迹的热潮。此
后，每年的3月5日成为学雷锋纪念日；雷
锋日记、雷锋事迹、雷锋形象，伴随着几代
中国人的生活和成长。

目前，仅辽宁省就有7个雷锋主题纪
念场馆，有一大批以雷锋名字命名的学
校、车间班组、公交车、公共服务窗口等，
有各级各类学雷锋标兵 2000 多人、注册
志愿者641万人。

“雷锋”，早已从一个典型人物衍生为
一种社会文化；从一个年轻战士的名字，
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道德标识。在雷锋精

神感召下，新的时代楷模不断涌现。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建南社区年

过 80 的靳国芳被称为“雷锋奶奶”。1992
年退休后，靳国芳志愿为社区居民服务28
年，从照顾困难家庭、调解邻里纠纷、为小
区加装天然气管道、协调规划停车位，到
成立政策法律宣传、环境卫生、空巢老人
帮扶等11支服务队，靳国芳“学雷锋志愿
服务站”成为石家庄响亮的城市品牌。

雷锋当年是从鞍钢入伍的。1977年1
月，又有一位鞍钢青年入伍，他叫郭明义。
2010年以来，“跟着郭明义学雷锋”成为当
地学雷锋活动的新载体。如今，郭明义爱心
团队在全国有分队1000多支，成员200多
万人。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郭
明义爱心团队”的回信中这样写道：雷锋精
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处处可为。积小善
为大善，善莫大焉。当有人需要帮助时，大
家搭把手、出份力，社会将变得更加美好。

那些为人民服务的人，人们亲切地称
之为雷锋；社会风气出现问题之时，人们
呼唤着雷锋……雷锋精神，已深深扎根人
民心中，成为亿万中国人衡量生命价值、
道德品质的重要标尺；半个多世纪以来，
雷锋精神始终是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是
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

精神永恒
代代传承

抚顺雷锋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肖
宇说，习近平总书记在雷锋纪念馆参观雷
锋生平和事迹展所作重要讲话，深刻揭示
了雷锋精神深入人心的根本原因，指出了

“把雷锋精神代代传承下去”的历史必然。
“雷锋精神”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共
产主义光辉思想相结合的时代精神，具有
持久的生命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不断涌
现新的时代楷模，必须继续大力弘扬雷锋
精神。

弘扬新时代雷锋精神，要以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雷锋精神的重要论述为遵循，引
导人们弘扬无私奉献、团结互助的理念，
自觉服务社会、服务人民，在推动国家发
展和社会文明进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彰显价值、作出贡献。2019年，辽宁整
合全省学雷锋文化资源建立了雷锋学院，
作为全国党性教育基地、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实践基地。雷锋学院成立一年多
时间，培训了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区市的
600多个班次、4万余名学员。

弘扬新时代雷锋精神，要不断健全志
愿服务体系，推进学雷锋与志愿服务一体
化，在全社会形成人人学雷锋、人人做雷
锋的生动局面。在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需
求中送温暖、献爱心，在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中树新风、育新人，在推进社会
治理现代化中扬正气、促和谐。据统计，目
前全国实名注册的志愿者超过1.6亿人，
志愿服务参与领域越来越广泛。

弘扬新时代雷锋精神，要紧贴时代，
增强雷锋精神感召力。要把学雷锋更好地
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在
国家建设与发展的每一次大的突破、每一
次大的考验中，自觉用雷锋精神旗帜鼓舞
斗志、凝聚人心。 据新华社

位于成都市新都区的天
府沸腾沸小镇聚焦火锅这一
独特美食文化 IP，创新融入
音乐文创、山水园林、灯光夜
景等沉浸式消费场景，成为
了市民游客在成都品尝火锅
的特色选择。

天府沸腾小镇坐落于
成都市北大门，以建设公园
城市、体现生态价值、传承
天府文化、发展绿色经济为
发展理念，结合区域特色

“熊猫+火锅”两个世界级IP
和音乐文化元素，营造出多
功能叠加的高品质生活场
景和新经济消费场景，依托
穿镇而过的锦城绿道资源
拉动三产、串联景区、网罗
社区，有力促进区域农商文
旅体融合发展。

到了夜晚，湖中的激光
音乐喷泉开始了“表演”，在
水面一字排开的喷泉完全是
水景艺术，令观众大呼过瘾。
歌手乘船在水中悠游而歌，
美好的旋律令氛围更加浪
漫。在树屋上吃火锅、在船上
吃火锅、坐在湖边吃火锅、看
着激光音乐喷泉秀吃火锅
……新奇的环境体验，佐以
成都特色的火锅文化，再加
上抖音、朋友圈、短视频等现
代传播手段的“烹煮”，天府
沸腾小镇成为了名副其实的
网红“打卡地”。

据了解，目前天府沸腾
小镇中的玛歌庄园、沸腾都
火、音乐百花谷等六大项目
投入运营，2020 年共接待游
客 600 万人次以上，创造营
收 5.5 亿元以上。核心项目

“沸腾里”已于2019年6月启
动建设，预计2021 年建成运
营。

按照“一年成型、两年成
景、三年成品”思路，投资12
亿元建设占地 68 亩的核心
项目沸腾里，打造以火锅博
物馆为魂，集特色火锅品鉴、
火锅文化展示、火锅文创体
验于一体的火锅特色街区。
以项目为载体，引进社会资
金约 8 亿元，科学利用生态
用地，建设玛歌庄园、沸腾都
火、音乐百花谷等重点项目，
加快布局火锅主题消费场
景。预计项目建成运营后，每
年将吸纳100万人次外地客
流、500万人次本地客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董馨

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雷锋精神述评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位于绿道中的特色小镇天府沸腾
小镇，让绿道有了演绎功能叠加的新样
本。摄影师王进航拍了一张夜色中天府
沸腾小镇上人们热闹非凡地吃火锅的
场景，入围了“极美成都——公园城市
最美地标TOP100影像展”。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一首《学习雷锋好榜样》在神州大
地传唱半个多世纪。以一心一意跟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雷锋精
神深入中国人的骨髓，为一代代中国人崇敬、追随。

2018年9月28日，在东北三省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辽宁抚顺市雷锋纪

念馆，参观雷锋生平和事迹展。他指出，雷锋是时代的楷模，雷锋精神是永恒的。
并强调，我们既要学习雷锋的精神，也要学习雷锋的做法，把崇高理想信念和道
德品质追求转化为具体行动，体现在平凡的工作生活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把雷锋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今日今日
地标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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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天府文化
撒了一把火热的“佐料”

天府沸腾小镇天府沸腾小镇

11月1日起
四环内建设时间超一年工地
须安装噪声自动监测设备

航拍天府沸腾小镇 摄影 王进

天府沸腾小镇吃火锅 摄影 董馨 锦城绿道穿越而过 摄影 董馨

玛歌花园 摄影 陶轲

上接01版“对成都而言，这是需要抓紧进行的调
适。”张毅认为，在当前阶段，成都尚未受制于“老城空心
化”。但转型发展依然紧迫，不能任由“空心化”发展，等
到结构固化定型后再来思考对策。

针对“对老城空心化主动调适，促进产业重构和转
型升级”这一特征，《成都市公园城市有机更新导则》中
提出了具体路径：以“中优”“北改”区域为重点，推动功
能重构、品质提升、产业转型。包括大力发展国际消费、
都市工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持续增强区域功能、优化城
市形态和提升生活品质；积极提倡文商旅融合发展模
式，以文化为主题、旅游为核心、商业为载体，发展一批
具有时尚性、体验性、智能性、复合性的产业业态等等。

“强调文脉保护与传承”，是成都城市更新的另一大特
征。张毅说，城市文化是不可再生资源，城市走过的每个时
代都是一圈年轮，成为城市肌理与文化脉络。所以成都尤
其强调文脉保护与传承，首要的原则就是“留改建”相结
合，避免大拆大建，最大限度保留文化记忆和城市肌理。

注重短期经济利益的城市更新已经是过去式。成都市
住建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未来成都在更新过程中，将充分
体现公园城市理念，注重历史文化的保护和城市文脉的传
承，注重围绕人的需求完善高品质生活服务和公共空间，
注重新业态的植入和提升，注重城市韧性的增强。

新的路径
变“开发”为“运营”

日前，住建部就《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
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严
控在城市更新中大拆大建的同时，提出鼓励推动由“开
发方式”向“经营模式”转变，探索政府引导、市场运作、
公众参与的可持续模式。

中共成都市委十三届九次全会召开期间，成都市住
建局局长张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变“开发”为“运
营”，正是成都探索城市有机更新的实践路径。

当前，城市纷纷进入“存量时代”，可开发的资源越
来越少，一方面要避免低质量低水平的建设，防止对城
市宝贵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要高质量推进城市有机
更新，探索新模式、新路径。以往，城市依赖的是开发，但
存量时代，城市面临的是对存量的盘活。

成都创新探索出的路径是，通过资产运营的方式，引导
社会资本对存量资产进行增值提升，变“开发”为“运营”。

具体而言，就是在政府把控的前提下，在城市更新
中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引入相关企业，推动全链条商业
化逻辑的策划、规划、设计、建设、运营五位一体。

企业不再是单纯的开发建设，而是对资产进行全周
期的运营。这之中包含了对业态的策划，对场景的营造，
对景观风貌的规划设计提升等等，让资产得到增值。

张樵说，成都已经通过前期的探索，取得了一些经
验与成效。

例如猛追湾望平坊等项目，可以看到，其资产已经
得到了较大提升。并且其中的业态、场景也在优胜劣汰，
不断创新，让片区始终保持着活力。

8月16日，成都市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
程重大项目集中启动仪式上，成都提出将持续推进规划
建设治理营运一体化。对城市而言，这意味着新空间、新
产业、新活力。对于市民来说，这更意味着生活品质的不
断提升。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紧接01版 习近平同志对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等进
行了深刻阐述，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现代化建设的
指导原则、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反映了我们党对我国经
济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习近平同志关于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