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徜徉在监利城区，街道干净整洁，
市场规范有序，广场花团锦簇，公园欢
声笑语……今年以来，监利全力开展违
法建筑、环境卫生、市容市貌、户外广
告、环境噪音等一系列专项整治，城市
面貌发生大改观。

近日，记者来到县城市综合执法
局，采访了局长郑传文。

建新章 立铁规
“市容方面，实中路时常出现流动

摊点，影响市民出行；纪律方面，机动大
队队员宋某值晚班期间，无故缺岗，此
行为视为旷工。”在城市综合执法局，记
者注意到一份《执法简报》，这份简报后
面写着：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障，考勤
制度是单位管理的基础，监察工作是为

了落实各项制度的执行，同时也是促进
管理工作的手段……

这是县城市综合执法局建章立制、
管理创新的一个缩影。

郑传文表示，城管部门是维护城市
环境秩序的主力军，当前城市管理任务
繁重，社会关注度极高，需要从严管理
城管队伍，树立城管新形象，锻造为民
服务的优良作风，全力保障城市高效有
序运行。

今年7月，县城市综合执法局面向
社会公开招录60名城管基层执法人员，
经过严格的岗前执法培训、体能培训，
现已充实到各管理岗位。同时，对原有
的45名协管人员，按道德品质和工作业
绩反向测评，末位淘汰了3名在岗人员，

清退 2 名超龄人员，对 5 名排名靠后的
协勤人员予以待岗处理，此举优化了城
管队伍学历结构和年龄结构，提升了城
管队伍整体专业、业务素质。

“加强经常性的教育，提高制度落
实力和纪律约束力；开展多元化培训教
育，提高城管人员素质，这是我们一直
在做的工作。”郑传文说，该局遵照中央
与部门文件，加强城管队伍执法能力建
设，开展了多元化培训教育，包括思想
道德培训、军事培训、法律培训、心理培
训等，先后赴武汉、荆门、荆州、石首等
地就“城管进社区”、“数字化城管”、城
管执法保障，以及城管队伍建设进行了
学习、考察，目的就是进一步提高全体
执法人员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执法

能力，打造一支合格的城管队伍。自
从开展了培训课程以后，无一起因执
法不当和执法过错而酿成任何影响。

“除了合理设置机构，完善城区管
理工作的分工布局，还组建女子执法
中队，成立局直特勤中队，应急处突，
攻坚克难。”郑传文说，全局上下营造
风清气正良好氛围，有力保障了制度
执行、工作推进与作风转变。此外，

《学习、会务制度》落到实处，每周五雷
打不动召开班子成员例会，会前至少
理论学习半小时，不图形式、不走过
场，切实加强工作的统筹部署，监督与
执行，做到“日落实、周部署、月小结”
工作模式，有力推动了各项管理工作
运行。

以“阵地战”应对“游击战”
2日上午8时，记者路过住房公积

金监利办事处门口，发现该办事处附
近占道经营的现象，已得到治理，该路
段不再脏乱差，居民出行也方便了。

“我们当时采取的就是封堵、人盯
人的管理方式，让占道经营无处立
足。”该局城管基层执法人员张帆告诉
记者，他们会在清晨5点半集合，统一
着装，带上执法记录仪，在经常出现流
动早餐摊子、占道经营店面的地房蹲
守布阵，列队警戒，使其合法经营，并

在执法过程中，全程使用记录仪，一方
面利于上级部门的监督，另一方面也利
于执法队员在执法过程中依法执法和
文明执法。

县交通路农贸市场一带，有多个水
果摊贩占道经营了八年。这些水果摊
贩不仅占道经营，且在路边支起帐篷，
吃住都在流动帐篷里面。每到人流量
较大时，汽车、电动车、自行车你来我
往，而流动商贩更是一边扯着嗓子大声
吆喝，一边不断把货摊往路中央挤，车、
人、货，把这一路段堵得水泄不通。

“你来我走，你撤我回。”郑传文这
样描述当时对商贩管理的情景，“他们
一直在跟城管人员玩‘捉迷藏’，打‘游
击战’。”由于违章占道反弹性极大，因

此，采用阵地战，强制封堵、人盯人的管
理方式，效果不佳。

为引导流动摊贩退路还民，今年6
月起，县城市综合执法局多次向这些占
道经营的水果摊贩，下达整改通知书，
限期整改，但效果不佳，于是，该局实行
了“凌晨行动”。

“‘凌晨行动’主要是避免正面冲
突，避免围观群众起哄，造成不必要的
影响。”张帆说，进行“凌晨行动”时，他
们都在凌晨12点左右，对违章搭建的建
筑物进行拆除。

10 月 28 日，凌晨 2 点半左右，该局
组织了60名城管基层执法人员，对县交
通路农贸市场一带进行“凌晨行动”。

当晚，突然大雨倾盆，60名城管基
层执法人员不负使命，一部分执法人员
拿着铁钩、镰刀、铁锤，开着铲车、皮卡
车，将违章搭建的建筑物进行拆除，一
部分执法人员耐心做当事人工作，晓之
以情，动之以理，将起哄者劝散，整个行
动持续了4个多小时。

在此次行动中，残疾人朱某的妻子
情绪十分激动，阻止执法人员进行拆除
行动。张帆见朱某妻子只穿了一件秋
衣，冷得瑟瑟发抖，并脱下衣服，让其穿
上，自己小心翼翼将朱某家中的水果、
生活用品搬运上车、进行登记、暂扣，同
时与执法人员一起将朱某与其妻子带
至该局办公室，耐心解释，直到朱某妻
子情绪平静下来。

“疏堵结合，还路于民，除了要安抚
他们情绪，还要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
给予适当帮助。”郑传文说，这些水果摊
贩常年“盘踞”在此，严重影响了附近
100多户居民的生产生活，堵住了消防
生命通道，此次行动十分必要，而考虑
到水果摊贩也是弱势群体，他们划了个
区域、让商贩换了个地方，继续经营，有
些生活困难的残疾人，该局则帮助其办
理了残疾证，领取最低生活保障。

打造“大城管”新格局
县城市综合执法局坚持“有法可

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6

字方针，始终把“严格执法”当作生命
线，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把群众满意
作为工作最高要求，不断加强队伍的培
训和管理，大大减少了执法中的纠纷和
矛盾。同时，让市容监察成为常态，规
范了日常管理，紧扣县委“四城同创”工
作大局，坚持“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
工作理念，城市市容管理工作逐步向良
好态势发展。

县委书记黄镇表示，监利城管“凌
晨行动”展现了敢打硬仗、敢啃硬骨头
的优良作风，城市变美了，但关键是要
巩固下来，监利城市管理基础较差，要
像打仗一样，整治收复一块，就要巩固
一块，日积月累，城市就整洁有序了。

监利城管，用耐心和意志，疏导着
城市每处不应该的占道堵塞，还路于
民；用热情与汗水，守护城市每处喧嚣
场地的平静，还静于民；用忍耐与委屈，
制止每处违章搭建，还美于民……他们
是城市的守护者，他们是城市的守卫
军。

监利城管，正不断摸索、不断创新，
在城管路上寻求一种城市的“和谐美”，
他们每时每刻都在寻找一种认可与接
收、理解与支持、平等与尊严，也许，当
人们在享受舒适、宁静的城市生活之
余，会记起他们这一默默奉献的执法群
体。

郑传文感触颇深地说，未来的监利
城管，将整合各社区、各相关部门的数
字资源，采用端口对接、资源共享等方
式，拓展建成涵盖城市管理与行政执
法、应急指挥、环境保护、城乡规划、违
法建设防控、城市市政管理基础设施等
各方面的城市综合管理平台，形成全县
城市综合管理数字化“一张图”，打造

“大城管”格局，实现数字城管调度指挥
系统。

锻造“城管”铁军
——访监利县城市综合执法局局长郑传文

□ 吴丹/文 高楠楠/图

经过十个月精心筹备，由宋西庭编剧、黄鸣
现执导、监利县荆州花鼓戏艺术研究所荣誉出品
的现代荆州花鼓戏《小城大爱》，于2016年10月
29日在荆州凯乐大剧院正式公演。该剧为观众
重现了2015年发生在长江监利段的“东方之星”
号游轮翻沉后，一夜间黄丝带志愿者们从四面八
方汇集监利，配合国家救援行动的场景，谱写了
一曲小城大爱的壮歌。

一座小城：天灾的残酷与人间的温情
2015年6月1号21：30发生的“东方之星”号

客轮翻沉事件，是一起由突发罕见的强对流天气
带来的强风暴雨袭击导致的特别重大灾难性事
件。一艘从南京开往重庆的“东方之星”号游轮，
在长江湖北监利段大马洲水道突遇龙卷风，轮船
瞬间翻沉，船上454人身陷绝境。这是长江中游
发生的最大的一次自然灾难，暴风雨中的突发灾
难惊醒了滨江小城监利。监利人民迅速组织起
来配合救援，天灾的残酷和人间的温情瞬间在监
利这个小城里交织。

“东方之星”沉船事件发生后立即震惊了全
国，在重大灾害面前从官方到民间均表现出了强
大的凝聚力。一方面，在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和
统一调度下，军队和武警官兵组成专业救援队进
行紧急救援。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和民间力量迅
速整合，监利人在这次巨大灾难面前挺身而出。
荆州花鼓戏《小城大爱》选取了救援工作的这样
一个侧面，讲述监利县接待工作人员刘群香率领
监利群众接待“东方之星”罹难者家属过程中发
生的故事。

《小城大爱》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在展示天
灾残酷和人情温暖时，既精心打造舞台人物、情
节、唱词等，也适时加入了灾难现场的影音资料，
实现了本土戏剧与现代影视的有机融合。

《小城大爱》共六幕，导演在不同空间展现了

刘群香小组进行灾后救援的场景。序幕开启，狂
风、闪电、炸雷、沉船侧影、江面等夹杂着声、光、
电的舞台效果，艺术性地烘托出了故事发生的背
景，也将天灾的残酷演绎得淋漓尽致，为即将登
场的监利救援行动做了良好的铺垫。《黄丝带飘
起来》的主题歌声中，来自不同行业的监利人身
穿“监利人和你在一起”的爱心T恤，身佩代表着
不同身份的袖章、绶带和胸牌，手系黄丝带穿行
在街头巷尾，演绎救援情景，再现感人场面。通
过影视资料和戏剧表演的结合，《小城大爱》将重
大灾难与小城风物结合，将新闻实景与戏剧唱腔
交融，展现了小城舞台上发生的灾难与温情交织
的悲情故事。

该剧采用了荆州花鼓戏的形式，唱腔极具地
方戏的特色，并具有现代形式，充分表现出了人
物的内心感受和外部张力。剧中，高强的父母将
在异地火化，他提出让二老一起火化，唱道：“我
父母是一辈子的恩爱夫妻，几十年，相濡以沫，形
影不离，互敬互爱，相惜相依，从未红脸皮。他二
人，但愿同死，践约山盟共海誓。”“我哀求您哪！
刘阿姨。让他们，生在一起，死在一起，生生死死
在一起，切莫叫，他二老，生不分离死分离！”接高
强父母遗体时，刘群香遇车祸，高强又唱：“刘科
长，为帮我们兄妹俩，真可谓，掏心掏肺掏肝肠。
为咱俩，儿子高考受影响，八十岁的老娘腾住房；
老人心梗她顾不上，监利洪湖两头忙；她先联络，
后协商，办好移交派车辆，整天没沾一粒粮。为
我父母早安葬，抢时间，把路上，差点车毁又人
亡。”高强的传统唱腔和现代内容特色鲜明，唱词
生动表现了人物内心的变化，舞台上的场景让人
潸然泪下。

一腔大爱：心灵的震颤与人性的救赎
在“东方之星”事件中，突发罕见的强对流天

气是灾难发生的直接原因。在重大天灾面前，人

的生命非常脆弱。“东方之星”载有454人，大多
是 50 至 80 岁的老年旅游团成员，其中 442 人就
此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天灾的残酷在人们心头撕
开了一道巨大的伤口。

《小城大爱》的另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没有直
面表现如此巨大而悲情的灾难，而是用后方各色
人物的冲突和消融表现出了在灾难面前心灵的
震颤与人性的救赎。

《小城大爱》是一部描写灾难的现代戏剧。
戏剧要撞击观众的心灵, 必须有鲜明而独特的
戏剧冲突。《小城大爱》通过不断发生的冲突情
节，一次又一次地震颤着人们的心灵。整部戏剧
都是围绕主角刘群香、高强两人以及他们周边的
人物关系而展开。在情节的推进中，全剧紧密围
绕人的生老病死这个母题，引起观众强烈共鸣。

全剧以灾难后方的接待和安抚为主题，形成
了一系列扣人心弦的冲突：刘群香接待高强和孕
妇高燕，高强试图去灾难现场被拒，高强丢失公
文包，高燕得知丈夫身故晕倒，高强欲祭奠女儿
被拒，刘群香儿子高考失利，刘群香妈妈腾房接
待高强亲属，刘群香的母亲心梗住院，高强要求
父母从异地到一起火化，高强等奔赴洪湖遇车
祸，高燕分娩难产……

面对巨大灾难造成的骨肉分离，遇难者家属
的悲痛和埋怨是符合人情和伦理逻辑的，而刘群
香等人用理解和爱心抚慰家属的创伤则令人动
容。譬如，当高燕得知四位亲人罹难时，身怀六
甲的她晕倒在地，被送往医院后，刘群香精心护
理，并为她洗脚、剪指甲，最终感动了高燕。高燕
认刘群香为干妈，并把内心压抑多时的话全部倾
诉出来。在这里，我们体会到了人性中最柔软的
部分——真情相待，以真心换真心。

再如，高强提出在“头七”参加现场祭奠女
儿，刘群香劝阻，并在江边精心设计了单独的祭

祀仪式。然而，高强得知有人到现场参加了祭
祀，他借酒责问刘群香，同时刘群香因忙于接待
工作无暇顾及儿子高考，结果儿子考试失利。此
时，矛盾冲突达到了一个高峰。对刘群香来说，
工作与家庭责任发生冲突；对高强来说，丧女之
痛与祭奠遇挫无奈交织。

又如，高强父母的遗体分散在洪湖和监利两
地，面临异地火化，而高强不忍父母死后别离希
望一同火化。于是刘群香陪着高强奔赴洪湖。
不幸的是路遇车祸，刘群香受伤，高强的心灵再
次受到震撼，高强对刘群香从理解到完全信任。

在矛盾冲突的过程中叙事平衡不断被打破
和重构，面对这样无法两全的冲突，该剧没有回
避人性中幽暗的一面，面对生死离别悲痛埋怨不
可避免，但是人性中也存在大爱，剧中人物在特
定环境和特定人物的影响下获得了人性的救赎，
这种救赎所传递的价值观极具光辉。观众也获
得了震撼体验——大爱使人性获得救赎。

小城大爱：价值的呈现与力量的凝聚
《小城大爱》是在“东方之星”救援一周年之

际，湖北省委、省政府决定再次集中开展以“小城
大爱”为主要内容的宣传活动中的一部力作，也
是一部别出心裁的当代荆州花鼓戏。如果说，

“东方之星”翻沉事故是灾难的不可承受之重的
话，那么，以黄丝带为标志的大爱充分体现了当
代社会的核心价值，也彰显了社会力量的有力聚
合。

作为一部当代荆州花鼓戏，《小城大爱》并没
有走宏大叙事的老套路，而是集中于从一个地方
的对口接待点出发，从小人物的命运来折射大的
事件进展，从而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
观。

剧中人物性格突出，接待干部刘群香大局意
识、责任意识强，舍小家为大家，吃苦耐劳；罹难

者家属高强自我中心，爱护亲人，有时丧失理智，
但关键时刻能够听取别人意见；同是罹难者家属
的高燕默默承受痛苦，顽强产子……在感人的故
事和人物中，民主、文明、和谐、敬业、诚信、友善
等当代核心价值观被生动彰显。

黄丝带这个标志折射出小城行动背后的强
大力量。从该剧来看，有几股力量在主导着小城
的救援行动：一是国家力量。这是救援的最基本
力量，也是民众心之所系。二是地方政府的力
量。包括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的各级各部门，
还有湖北洪湖、江陵与湖南岳阳等地的积极参
与。第三是民间力量。出租车、餐馆老板等是民
间力量的代表。在该剧中，这些力量并非平等着
力，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产生了一股凝聚的力量，
是一股必胜的合力。正如剧尾合唱：“青山巍巍，
江水汤汤；逝者远行，生者弥坚。生命不息，根脉
相传；江河有涯，大爱无边。爱是善良，爱是奉
献；爱是坚韧，爱是信念。真情无言，永存心间；
小城大爱，日月经天。”凝聚各方力量是当代中国
社会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

总之，《小城大爱》以荆州花鼓戏为样式，结
合当代影视创作手法，充分汲取监利本土文化的
营养，通过个性化的人物塑造，精心排演的唱腔，
将监利县党员干部勇于担当、主动作为的时代精
神和广大人民群众在灾难面前体现出来的忘我
为人、无私奉献的“小城大爱”精神进行充分展
示，堪称当代荆州花鼓戏的一曲精品。

作者简介：
孟君，女，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博士。文化部艺术科学评审专家、湖北省文联中
青年优秀文艺人才、湖北广播电视节目奖评审专
家、湖北电影审查委员会评审专家。兼任中国电
影电视评论学会理事、中国高校影视学会青年研
究会副理事长。

一座小城 一腔大爱
——荆州花鼓戏《小城大爱》剧评

□ 孟君

本人不慎遗失由监利县妇幼保健院开具的李煜
璇（男）2016 年 1 月 25 日出生的出生证明，证号为
P420607691。

声明作废
申请人父亲：李杰
2016年11月3日

本人不慎遗失由监利县妇幼保健院开具的谢艺诚
（男）2015 年 8 月 15 日 出 生 的 出 生 证 明 ，证 号 为
P420290635。

声明作废
申请人父亲：谢星
2016年11月3日

本人不慎遗失由监利县第二人民医院开具的朱逸佳
（男）2014 年 8 月 21 日 出 生 的 出 生 证 明 ，证 号 为
O420556109。

声明作废
申请人母亲：刘新蓉
2016年11月3日

监 利 县 道 路 运 输 管 理 所 不 慎 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5379000046401，编号:5210-00252479，开户银行为中国工商银行监
利支行营业部，法定代表人:李爱平，账号:1813025109035021191。

声明作废
监利县道路运输管理所

2016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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