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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0日、11日，记者在市
区一些商贸综合体附近采访时注
意到，机动车随意乱停，电动自行
车逆行、乱穿马路的现象屡见不
鲜。虽然，看似小事，却是关系市
容市貌、妨碍交通、影响安全的大
事。

8月10日下午3点多，鄞州
万达广场，记者绕着周围的商贸
区转了两圈，看到机动车路边违
停现象时有发生，给正常通行的
车辆带来很大不便。在四明中路
北侧的一处公交车停靠站，尽管
路面上的“公交车”白色大字非常
醒目，但仍有一辆网约车停在车
站前端上下客，导致后面的公交
车猛打方向，拐到中间车道。

在四明中路与宁南北路交叉
路口，两辆等候通行的机动车越
线停车，车头甚至压到斑马线上，
导致行人过马路时不得不绕过车
辆前行。

鄞州万达广场附近主干道
多，车流人流量大。10日下午，
尽管各个路口都有交通执勤人
员，但仍不时有电动自行车任意
穿行。在宁南北路与贸城中路交
叉口，一位女士骑着电动自行车
从一侧路口斜穿到马路对面，被
执勤人员拦下来教育。此时，路
口南边一名外卖小哥骑电动自行

车逆行，也被执勤人员拦了下
来。“电动自行车任意穿行、逆行，
一旦发生意外，最危险还是骑电
动自行车的人。”

10日下午4点多，江北来福
士广场西测的江安路，记者数了
一下，短短两三百米的江安路上
（江安路与新义路交叉路口两
侧），有9辆机动车停放在路边。
一位过路的附近居民说，这里路
窄、两边商家多，本来就只有两个
车道，许多车辆违停占道，不但容
易导致交通拥堵，还极易引发交
通事故。

11日中午12点多，东部银
泰城附近，正值午餐外卖高峰期，
很多外卖小哥把电动自行车随意
停放东部银泰城1号门对面的非
机动车道边。记者注意到，附近
人行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有一道
栏杆，但对着1号门的这段换成
了低矮石墩，行人可以直接跨
过。正因如此，外卖小哥为了方
便，就把电动自行车停在附近的
非机动车道上，然后抄近路进入
东部银泰城取货。而部分从1号
门走出来的行人，也直接穿过石
墩和非机动车道，并穿过外面的
绿化带，到马路边等车，绿化带上
已经被踩出了几条小路。

记者 殷欣欣 文/摄

“我来涂色吧”“那我画绿油
油的草地”……前天下午1点，记
者来到学苑东路时，马路南侧闲
置地块外竖着一排约2米高的围
挡，每块围挡都用底色描绘了卡
通图案，在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
生的带领下，住在附近的几个孩
子正在认真填色，他们正在为“家
门口”的美化改造工程收尾。

学苑东路总长550米，属于
背街小巷，沿街两侧是商铺，附近
有4个建成近20年的拆迁安置
小区，人口密度大。

这里的脏乱差现象曾是社区
党委书记胡碧慧的一块心病：商
铺多尤其餐饮店较多，马路上时
常看到污水横流；人流量大，电线
杆上到处是小广告，贴了铲，铲了
又有人贴；马路边有一处闲置地
块，总有路人随手将垃圾往闲置
地块的树丛里扔……

如何改造？学苑东路周边有
幼儿园、小学、高中和大学，既然
是青少年人聚集的地方，不如与

卡通来一场“偶遇”吧。
于是，电线杆被刷上了各种

卡通造型的动物，有长颈鹿、小
猴；窨井盖上有愤怒的小鸟和可
爱的熊猫；江星公寓靠近马路一
侧的卫生死角在社区牵头下，居
民、志愿者合力，打造成一个五彩
斑斓的小公园；舍弃传统的安全
警示标语，河岸旁设计了落水呼
救的Q版大叔……

“我们这个项目是以校地共
建的形式推进的，请了宁波职业
技术学院师生参与设计并绘画。
6月份动工，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主体改造基本完成。”胡碧慧告诉
记者，通过设置围挡，路人往闲置
地块的树丛里丢垃圾的问题得到
基本遏制。“每块围挡颜色不同，
色彩缤纷，我们特地在围挡上留
白，就是想像今天这样，邀请孩子
们来绘画。北仑在打造儿童友好
城区建设，我觉得我们这条街对
孩子们就很‘友好’。”
记者 陈烨 通讯员 何嘉莉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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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550米长的背街小巷“红”了
每一个景观背后都曾是一个卫生死角、安全隐患

机动车占道违停
电动自行车乱穿、逆行……
这些行为既不文明，也不安全

细长的电线杆上吊挂着几只小猴，背着竹篓的熊猫趴在窨井盖上，
圆形石墩被绘成了五颜六色的章鱼，变电站摇身化作粉红色巨型礼物
盒……在北仑大碶街道学苑社区，总长 550 米的学苑东路最近很
“红”。前天下午，记者前往采访，了解到改造背后的故事：历时一个多
月，总共改造了10余个点位，每个点位都曾是这条街上的卫生死角、安
全隐患。

沿街的运动长廊。

电动自行车乱穿行，被执勤人员拦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