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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难、行路难、停车难……

老城区交通困局亟待破解

一溜算卦摊坏了城市景

宣传封建迷信 当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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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纪晖

南阳老城区位于市城区中心地带，

包括民主街、解放路、和平路等几十条

道路和小巷，毗邻商圈和景区。随着时

间推移、城市发展，老城区巷道狭窄、道

路破损严重、配套设施落后等问题日益

显现，出门难、行路难、停车难几乎成为

老城区居民生活常态。无序、混乱、低

效的交通状况不仅制约了城市发展，也

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

声音
居住老城进出困难

市民梁先生近日在网上发的一篇

帖子引起了很多网友共鸣。他住在民

主街，每天为出行和停车问题伤透脑

筋。梁先生说，民主街穿过大统商圈和

府衙景区，人流量大且道路狭窄，虽然

限单行，但车辆进出仍很困难，居住其

中的居民苦不堪言。

“我所住的这片区域，纵横有好几

条老路，小巷道更是有十几条，居民有

两三千户。”梁先生说。他拿自己居住

的民主街举例：“这条路虽然只有三四

百米长，但人口密度大，私家车最少有

五百辆。”日益增多的机动车和狭窄且

配套设施落后的道路形成巨大矛盾，一

到节假日，路上人车交织，经常发生拥

堵，居民进出非常困难。此外，老城区

停车难问题也处于持续恶化的状态。

这里很多家属院老旧破小，没有停车

位。很多居民家庭是独家独户，不具备

停车条件。为了争抢有限的停车位，一

些居民各出奇招，有的设置地桩地锁，

有的在道牙上“圈地”长期据为己有。

因争停车位而大打出手，反目成仇，偷

偷破坏别人车辆的事也时有发生。

说起老城区的交通现状，很多市民

是满腹苦水。有的说，因为进出难，自

己每天只能把车停放在中州路、人民路

上，然后步行回家。有的住户长期把车

停在单位，需要时再去单位开。还有人

抱着赌一把的心理，冒着随时被贴罚单

的风险，把车停在全段禁停的街巷内。

踏访
停车无序通行不畅

“以前是行车难、停车难，现在已经

发展成出门难了。”在梁先生发出帖子

后，有网友如此跟帖评价。

6月 5日，记者对老城区道路进行

了实地探访。人民路、中州东路、仲景

路、新华路之间的老城区道路共有十几

条，这片区域有民宅、商铺、饭店、幼儿

园、学校、家属院，单位多，人口密。当天

虽然不是节假日，但路上人流涌动，机非

混行，道牙上能停放车辆的地方几乎停

满了车。在民主街上，记者看到了“全段

禁停”的提示标牌，但仍有不少车辆违规

停放在路旁。道路上餐饮店、五金杂货

店众多，很多车辆是顾客临时停放。

为了尽可能占有“一席之地”，有的

人把车头停在道牙上，车身横在路上。

有的居民把门前道牙擅自加宽，改建成

自家停车位，还有的车辆逆向停放。整

条路停车秩序混乱，乱停乱放的车辆使

得本就不宽的道路交通更加拥堵。

和民主街情况类似，几条稍宽的道

路如解放路、联合街，都存在停车位紧

缺、车辆无序停放、机非混行等问题。

几条狭窄的巷道如和平路、民权街、民

利巷、进贤街等，混乱、无序情况更甚。

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造成这些道路普

遍存在通行能力低下现象，路上稍有车

辆倒车或调头，立马堵成一锅粥。

建议
破除困局当务之急

与新城区建设不同的是，老城区有

着特有的历史文化底蕴，不宜大拆大

建。那么，在老城区相对比较窄而密的

路网里，如何把交通工作做好，把“微循

环”设置得更加合理，增加通行效率，是

相关部门需要重点研究的课题。

在这方面，很多网友给出了建议。

深受停车难困扰的梁先生说，建议有关

部门首先拆除老街道道牙以上的所有

车障和隔离桩，统一设置停车位，方便

居住在此的居民停车。其次，建议把解

放路、联合街、菜市街几条主路统一规

划，按照单行道进行设置，打通“微循

环”。其三，可以在这几条主路右侧统

一设置停车位，这样既可以解决停车难

题，又可以改善乱停乱放现象，确保道

路畅通。

网友周明宇说，对于老城区来说，

空间和交通资源都是有限的，提高通行

效率应该主要靠“挖潜”。比如，利用一

切可以利用的空间，增加停车泊位有效

供给；增加违停抓拍设备，消除违法停

车；合理规划设置标线，让交通参与者

各行其道；设置单行道，提升通行效能，

等等。

还有一些网友建议，在老城区交通

规划布局方面，一些外地城市做了很好

的实践，南阳可以学习借鉴，“老城区有

这么多人文历史遗迹，这么丰厚的文化

底蕴，应该更好利用、挖掘、展现，打通

老城区的路，应当是第一步”。 ②11

本报讯 （记者陈杰超）“我们

这里的网线太低了，有几根线低得

几乎碰到头，太危险了！”近日，有

市民反映车站南路宝利上品小区

门前农贸市场上空众多网线下坠，

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6 月 6 日下午，记者来到现

场，看到一辆从市场内出来的小

货车被低垂的网线挡住了道路，

司机下来观察后，登车小心通

行。还好，货车车顶连续滑过最

低的两根网线后顺利通过。“这么

低的网线也没人管管！”司机感叹

道。记者看到，低垂的网线，成年

人伸手就可以触摸到。

记者观察发现，沿路上空架

设有大量的网线，其中一根线杆

发生倾斜，所以造成网线格外

低。在附近做生意的摊主介绍，

前段时间，有一根线杆断裂，后有

人过来维修，仅用一根木杆勉强

支撑，现在木杆也已严重倾斜。

“这里每天有大量的人员车

辆进进出出，如果不及时修复，随

时都会有危险发生，希望有关部

门尽快维修处理。”一位卖菜的市

民说。

“如果这些光缆能走地下就好

了，不仅安全，而且城市上空看起来

也美观。”另一位市民提出了自己的

建议。②11

本报讯 （记者刘纪晖）近

段时间，有多位市民反映，市城区

人民公园附近有多人摆摊算卦，

公然宣传封建迷信思想。

6月 2日上午 10时记者在

人民路市人民公园西门看到，

从西门往南至人民公园南门，

长约两百米的一段人行道上，

有七八个算卦摊位。算卦的

“大仙”有男有女，小马扎、太极

图是他们的“标配”。

“姑娘，算算吧，不贵。”见

记者走近，一位摆摊“大仙”立

马热情招呼。“算得准吗？”记

者问。“准，不准不要钱。”“大

仙”满口打包票。记者从西门

向南一路走过，众“大仙”纷纷

主动招揽生意。看记者拍照，

“大仙”又纷纷躲闪。

来公园锻炼的王女士说，她

家在附近住，对公园门口的算卦

摊再熟悉不过了。“前几年摆算

卦摊的多，每天都有十来个。”王

女士说，“近两年查得严，摆摊的

少些了。不过这些人也越来越

精，一看检查的人来了，就把算

卦的图一收，坐马扎上假装闲

坐，谁也拿他们没办法。”

“靠两张嘴皮子赚钱，宣传

的都是封建迷信思想，真应该

彻底取缔。”采访中，很多市民

说。他们表示，中心城区出现

算卦摊影响城市形象，拖了创

建文明城市工作的后腿，希望

有关部门能加强日常监管力

度，不定期抽查，彻底清除这些

“算命”人员。②11

内河无水
长 满 草

“ 这么热的天，如果河

里蓄满清水该多好啊！”近

日有市民反映市区部分内

河无水。6 月 7 日，记者看

到 ，梅 溪 河 七 一 路 桥 段 (下

图)、三里河红庙路桥段（右

图）经过大规模治理后，没

有蓄水，河床内杂草丛生，

成了一条条“草河”②11
本报记者 陈杰超 摄

线杆倾斜致网线下坠

光缆悬在头顶上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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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形色色的占车位“神器”

◀民主街破损的路面

本报记者 刘纪晖 摄

低垂的光缆网线 本报记者 陈杰超 摄

夜间营业噪声扰民

一市民来电反映，近段

时间，市城区中达小区附近

的餐饮门店经常延长夜间

营业时间，音响声、就餐市

民的吵闹声严重影响周边

居民休息，希望相关部门尽

快调查处理。 （刘纪晖）

清淤污泥盼快运走

市民吕先生反映，市城

区红庙路（文化路与工业路

之间）清淤工作正在进行，

工人把清出来的污泥都堆

在下水道旁边，没有及时清

运，污物散发出难闻的气

味，过往行人纷纷掩鼻，希

望有关部门尽快处理。

（刘纪晖）

加工塑料气味刺鼻

市民周女士反映，社

旗县晋庄镇白河张村有一

家塑料加工厂，在生产加

工 过 程 中 产 生 刺 鼻 的 气

味，严重影响周边村民正

常生活。村民们多次向该

县环保部门反映，但没有

人来查处。

（李 辉）

规范停车加强监管

市民王先生反映，市城

区五福井通往蔡庄的区间

道上（蔡庄村委到大自然幼

儿园门前这段路），有很多

机动车乱停乱放，影响行人

交通。经有关部门协调，该

段路已经设置禁停标识，但

目前还是有违停现象，希望

继续督促解决此事。

（李 辉）

灌溉机井没有通电
宛城区金华镇大徐营

村村民反映，该镇的灌溉机

井大多数没有办法使用，

而且也没有通上电。天气

干旱，庄稼地等着灌溉，希

望相关部门尽快督促解决

此事。②11 （刘纪晖）

手机损坏 赔偿

市民刘女士 近日，她

在镇平县南环万隆城（万德

隆超市） 更换手机电池，

工 作 人 员 告 知 是 原 装 电

池，不会有任何隐患。但

是，更换之后发现手感凸

起不平整，后置摄像头也

被弄坏，找该商场负责人

却没有解决。

镇平县政府督查室 立

即转办至相关部门，对双方

进行调解。目前，卖家已对刘

女士作出相应赔偿。（李 辉）

气表隐患 移改

市民顾女士 她是宛

城区溧河乡溧河物流园商

铺 业 主 ，商 铺 租 赁 给 他

人。 2018 年，华润燃气在

未提前告知的情况下，将

燃气表安装在自家商铺的

卷闸门上，导致大门无法

使用、关闭，安全隐患大，

也影响市容。

华润燃气 接到反映

后 ，立 即 与 顾 女 士 取 得 联

系，并进行现场沟通，决定

免费对现有燃气表安装位

置进行移改。 （李 辉）

路灯故障 维修

市民王女士 近时，她

发现市中心城区工业路与

七一路交叉口向南 200 米

路西的路灯出现故障，希望

相关部门管一管。

市城管局 市政管理

处立即安排路灯维修人员

核实情况。经排查，该处路

灯是线路故障，工作人员立

即进行维修，现已修好恢复

亮灯。 （陈杰超）

天气干旱 调水

一村民 新野县溧河铺

镇吕阁村的自来水井和自

打的井都没水，另外灌溉耕

地的井也没有水，希望相关

部门帮助解决。

新野县政府督查室 因

近段天气干旱，地下水水位

下 降 ，出 现 了 群 众 用 水 紧

张。南阳市鸭河口水库工

程管理局定于 6 月 2 日 9 时

至 15 日 9 时，将鸭东干渠放

水量从每秒 6立方米逐渐加

大到每秒 18立方米，缓解包

括吕阁村在内的溧河铺镇

22 个行政村群众的生产用

水问题。②11 （李 辉）

本报讯 （记者陈杰超）常

年在外地打工，想入党，可以

在户籍所在地申请加入吗？

市民韩云东近日来电询

问，他在深圳打工 20年有余，

常年不在户籍所在地卧龙区

潦河镇吴集村居住生活。早

在几年前他就有加入中国共

产党的意愿。他想问：可以向

潦河镇吴集村党支部递交入

党申请书吗？如果可以怎么

参加组织学习？

记者 6月 5日就韩先生提

出的问题，咨询了卧龙区相关

部门。《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发

展党员和党员管理工作的意

见》(中办发 [2013]4 号) 第三

条规定：“注重发展优秀农民

工入党。”农民工外出务工期

间，可以向所在单位党组织

提出入党申请，所在单位未

建立党组织的，可以向单位

所在地党组织或单位主管部

门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流出

地已经在流入地建立流动党

员党组织的，可以向流动党员

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接受

农民工入党申请的党组织，要

切实履行教育、培养、考察责

任，在接收他们为预备党员

前，应征求流出地或原单位党

组织意见；当入党申请人工作

单位发生变动时，要及时负责

地与新的用人单位党组织或

本人居住地党组织做好工作

衔接。流入地党组织与流出

地党组织要加强沟通联系，

密切配合，共同做好发展农

民工党员工作。做好在劳务

派遣工中发展党员工作。适

应劳动关系变化和用工方式

变革，探索实行用工单位党

组织为主，劳务派遣单位党

组织和户籍所在地党组织紧

密衔接、共同负责的发展劳

务派遣工入党办法，及时将

劳务派遣工中的优秀分子吸

收入党。②11

在外打工 如何入党

公园外的算卦摊

本报记者 刘纪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