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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党委制定了党员关爱帮扶机制，利用街道党建专项基
金和社区党组织为民服务专项资金，开办微信培训班、健康养
生课堂让老党员们快乐度晚年。遇有老党员生病住院，支部负
责人进行上门慰问，每年“七一”社区党委对80岁以上老党员逐
户走访，春节前夕针对困难老党员开展“送温暖”、“送福”活动，
每年为60岁以上党员进行一次健康体检。通过一系列暖心举措
让老党员充分感受组织的关爱。 张玉

党员俯身“接地气”，群众“办事不求
人”。在农村治安巡防、防违控违、河道保
洁、秸秆禁烧及“263”专项行动中，“党建
微家”组织党员干部及“五老”志愿者在一
线发现问题、在一线化解矛盾、在一线推
动工作、在一线改进作风，维护农村卫生
环境和治安环境，“党建微家”成了社会治
安综治新触角。由于巡逻防控到位，长塘
村连续多年未发生一起恶性刑事案件。

党建接地气， 百姓有福气。“党建微
家”的建设与投入使用，以加强阵地建设
为着力点，提升了党员“在家”的归属感；
以发挥党员作用为关键点， 提升了党员
“为家”的存在感；以联系服务群众为落
脚点，提升了群众“有家”的获得感。

长塘村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获省人大法工委嘉奖

“党建微家”立体化服务的“大管家”

乡村振兴进行时

通讯员 李宏清 周邦杰

记者 古月

甘泉街道长塘村

去年创新打造“党建微

家”，唤醒党员身份，亮

出党员形象，以自然村

村民小组划分四个网

格，分别设立四个“党

建微家”，开展“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实践活

动。以党建引领社会治

理创新，让广大党员担

当起信息员、宣传员、

服务员、调解员和巡逻

员的“五员角色”，构建

起社会治安综治“五位

一体”立体化服务大格

局。该村2017年被评

为江苏省“最美乡村”，

“党建微家”延伸社会

治安综治新触角的做

法，受到省人大法工委

嘉奖。

长塘村， 位于扬州主城区西北部，
是扬州北部新城的主战场。从2015年开
始，甘泉街道为打响“乡野甘泉”品牌，
连续举办了三届樱花节，村里的千亩樱
花园成为农旅融合的示范，村民们也从
樱花节得到了最大实惠，快餐、饮料、保
洁、美食等，让村民在家门口挣钱。

乡村振兴，更需党建指明方向、引
领聚力量。 长塘村探索党支部 “小班

化 ”管理 ，创新 “党建微家 ”载体 ，将党
建阵地延伸到一线，从结构分布、服务
功能等方面进行优化完善， 有效打通
党员服务联系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
为困难群众 、流动党员 ，送服务上门 ，
送学习教育活动上门， 党员干部广泛
走访群众，听取民生诉求、搜集社情民
意，以问题为导向，推进新农村建设和
社会创新治理。

近年来，随着影视文化产业基地常
有剧组入驻，樱花园、陈园等景点对外
开放，爱情特色小镇魅力四射，长塘村
乡村旅游日渐红火，村里事业发展工作
千头万绪。“党建微家”动员党员干部千
方百计做好服务社会经济发展这篇大

文章。每次大型活动，党员不仅带头参
与组织谋划，还深入村民小组，组织群
众参与值勤、车辆疏导、景点保洁，还有
的介绍群众为剧组充当群众演员。党员
干部学在前、走在前、做在前，在群众中
树立了良好的党员形象。

这几年，区、街道层面出台了不少
惠民政策，涉及农村土地承包、高效农
业、就业创业、低保五保、大病救助等方
方面面，但一些村民对此了解不多。村党
委要求每个党员都要熟悉了解惠民政
策，带着感情、带着责任，更带着任务、带

着办法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利用走访
的机会为村民进行面对面、 心贴心的解
读， 既帮助一批困境群众得到相应的救
助，更推动当地村民融入乡村旅游，家门
口创业、 就业， 惠民好政策进入千家万
户，让村民既富了脑袋，又富了口袋。

面对邻里吵架，婆媳斗嘴的群众日
常生活纠纷，“党建微家” 发挥老党员、
老干部的作用，发挥他们善于做群众工
作的优势，让他们参与调解群众邻里矛
盾纠纷和家庭矛盾，启动矛盾双方换位
思考，钝化矛盾，营造和谐共处的社会
环境，让农村党员成为基层社会治安综
治的“稳压器”。

”

A当好信息员，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B 当好宣传员，惠民好政策推送“百姓家”

C当好服务员，做好社会经济发展“大文章”

D
当好调解员，
扮好群众“老娘舅”

E
当好巡逻员，
化解矛盾“在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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邗上街道翠岗花园社区现有直属

党员253名，其中企业离退休直属党员
占70%。 社区党委为充分展示新时期
老党员的良好精神风貌，围绕“管、活、
动、严、暖”五个字，促进支部建设，打
造“夕阳红”特色党建。

社区党委按照老党员们的居住地
域，成立了3个网格党支部，建立了支部
书记、支部委员、党小组长三级管理服务
架构， 对所属网格党员开展教育管理。3
个网格党支部经常开展针对年老体弱党
员的“送学上门”活动、针对困难老党员
的“服务到家”活动、针对流动老党员的
“宣传说教”活动，力争做到教育管理无
盲区。

微党课就是组织较少人数的老党
员，开展讲党课 、宣政策 、说时事 、谈问
题、提意见、开评论、献建议等活动，根据
不同主题， 运用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党
员学习教育。近期，担任小区楼栋长的老
党员们开展了一场“我看‘文明有礼二十
四条’”评论活动。大家一致认为“二十四
条” 的宣传普及是提升小区居民文明素
质的有效抓手，作为党员理应带头示范，
给身边的居民当好榜样。 同时大家结合
各自楼栋存在的占用公共楼道现象，现
场给物业和社区提出了“洗脸、清肠、化
妆”楼道整洁三部曲。

结合社区老党员的个人特长和社
区重点工作，社区党委确定了 “征集金
点子”、“守护绿家园 ”、“家政帮个忙 ”、
“牵手困难户”、“助老倡和谐”、“文明布
谷鸟”、“治安红袖标 ”、“警务联络员 ”、
“社区和事佬”、“家风宣传员”、“关心下一代” 等11个党员志愿
服务项目。社区的老党员们志愿认领项目，在项目带头人的组
织下，开展各项志愿服务活动。“治安红袖标”项目带头人童国
本带领28名平安巡防队员， 每天4人轮流在小区开展义务巡防
工作。“牵手困难户”项目带头人丁寿和，发动身边的“背包客”
在享受晚年旅游生活的同时，不忘社区困难老人，免费组织他
们开展重阳登高活动。

社区党委通过“积分系统+刷卡终端+党员先锋卡”的模式，
在网格党支部中推行“积分考核制度”，将老党员参加组织活动
和平时表现情况进行细化、量化，制定了详细的积分制度，把履
行党员基本义务，参加“三会一课”等组织生活、按时足额缴纳
党费等情况作为基础分，把积极参加社区活动，参与各类志愿
服务活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等情形作为加分，还把日常不良
表现作为减分。 每位党员人手一张先锋卡和一本积分考核细
则，做到每次一刷卡、每月一统计、每季一公示。将党员每一次
集体活动、所办的每一件好事、所做的每一份贡献都进行了量
化。年底，选取30名积分靠前的党员进行表彰。这一举措大大激
发了党员的进取心，让普通党员学有模范、赶有目标 、超有榜
样、更好地服务社区、服务群众。

网格化把老党员“管”起来

微党课让老党员“活”起来

志愿服务让老党员“动”起来

党员积分使老党员管理“严”起来

关爱措施让老党员“暖”起来“口袋公园”
变文明大舞台

邗沟社区老旧社区广场展新颜

本报讯 （红梅 戴军 古月） 在老虎
山路与史可法路交界口的东北角，梅岭街
道邗沟社区牵头改造，将老旧社区广场打
造成“口袋公园”，铲杂树，栽大树，大树周
边围圆凳； 路边增加了20多个停车位，布
置了交通安全教育的标识互动板块、陈设
了 “扬州文明有礼二十四条 ”展板 ，小小
“口袋公园”，错落有致，使人们在繁忙工
作之余仍有健身漫步的场所。

“口袋公园”启用之际，位于古运河畔
的邗沟社区，启动了“守护运河源头 讲好
运河故事”暨“安全出行、文明停车”文明
有礼主题实践活动，社区小公园变文明大
舞台； 联手扬州市大运河保护志愿者总
队，为大运河志愿守护家庭代表颁发志愿
守护证书，倡导更多家庭守护我们的母亲
河； 市民观察团景区分团表演三句半《24
条天天讲、文明使者人人当》，倡导文明礼
仪，展示主人翁风采；交警四大队民警现
场为志愿者和市民示范， 指导如何做到
“安全出行，文明停车”相关礼仪。一场活
动，诠释文明礼仪，倡导市民当文明人、说
文明话、做文明事、行文明礼，担当扬州文
明的践行者和传播者。

精准服务 提升居民满意度

双桥社区做实社区服务

本报讯 （张云 肖栋） 过
去， 社区服务内容虽不少，但
针对性不强。去年，双桥社区坚
持把“民生为重、服务至上”作
为惠民生、 聚民心的总导向，
积极探索实施精准化服务模
式， 进一步优化服务资源、提
高工作效率、提升居民满意度。

在开展大走访活动中，社
区了解到居民对丰富精神文
化生活的建议较多 ， 便引导
“业余歌唱家”李天德、扬剧票
友江正宏、广场舞大妈张秀芳
分别成立合唱团、扬剧团和舞
蹈队 。每逢重大节日 、重要节
庆，社区都会举办各类文化活
动， 邀请这些团队上台表演，
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部分居民工作繁忙，寒暑
假期间子女无人照顾， 对此，
十姐妹义工队组织社区孩童
开展 “我是文明交通引导员”
“小树与我同成长”“小区是我

家 、整洁靠大家 ”等一系列寓
教于乐的活动。东梅庄的郭佳
骏小朋友 ，7岁时患上了尿毒
症 ，不能正常上学 。为了圆小
佳骏的上学梦，十姐妹义工队
和大学生志愿者为他开办了
“一个人课堂”，每天轮流教小
佳骏认字、读书。

辖区“夕阳红”老年公寓，
长期住有20多名老人。 每逢传
统节日， 十姐妹义工队都会送
上端午粽子、中秋月饼等；陪伴
老人们共吃爱心年夜饭， 共尝
暖心腊八粥。社区的王老，无子
女、无退休金、无医疗保险，生
活困难。 党员张美兰专门与她
结对，处处为老人着想，被老人
亲切地称呼为干女儿。老人80岁
生日时，十姐妹义工队和张美兰
提前买好新衣服，在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专门为其操办寿宴，老人
激动地说：“我有这么多的女儿，
日子过得好风光啊。”

外教加盟
足球赛踢出“国际范”

本报讯 （肖静 古月） 西湖镇西湖花
园社区与蜀冈生态体育公园一路之隔，公
园建在家门口，社区赛事多，居民动起来。
近日，西湖花园社区联合西湖镇工会举办
社区首届“乐活杯”足球联谊赛，来自美国
和英国的两名外籍教师加盟社区足球队，
让社区足球联谊赛踢出了“国际范”。

以球会友迎省运。 西湖镇8个代表队
在蜀冈生态体育公园足球场展开角逐。球
赛实行淘汰赛制，抽签分组，两两对决，角
逐出冠亚季军。赛事虽小，但人气很旺，社
区大妈腰鼓队前来助阵，呐喊助威。

赛场上，刚组建的西湖花园社区足球
队最引人关注，两名不同肤色的球员吸引
眼球。 来自英格兰的Pasquale Giannotta和
来自美国的Jayro Oregon，两名25岁的小伙
子，都在扬州当外教。他们听说社区组建
足球队，赶紧报名加盟。他们感叹：“公园
建在家门口， 扬州市民健身真是太方便
了。”他们表示，将介绍更多在扬州的外国
朋友，参加足球联谊赛。社区党支部书记
肖静说，通过比赛联谊，激发大家动起来，
乐起来。

近日，解放桥社区老党员
给社区工作者送来一幅幅以
“廉政”为主题的剪纸画，画上
还写下了一句句意味深长的
警句格言，让社区的工作人员
在感受剪纸艺术魅力的同时，
上了一堂新颖的廉政课。社区

负责人表示，将牢记老党员对
勤政务实、清正廉洁的良好廉
政文化氛围的殷切期盼，运用
丰富多样的形式，深入推进廉
政文化建设，切实加强党风廉
政教育的实效性。

谈志娟

共建共享 和谐社区幸福家
□ 汶河街道龙头关社区党总支书记 刘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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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们社区打造“小龙伴你行”青
少年素质拓展项目，助推青少年全面发展、阳
光成长。今年，在原有的基础上，我们将打“小
龙伴你行”升级版———社区“梦工场”。

以社区“梦工场”为载体，我们将在青少
年兴趣爱好的基础上，统筹辖区各类资源，开
展游学、参观等户外素质拓展训练活动，为青
少年寻找“梦想导师”，引导孩子培养正面人
格、健康成长。

今年，我们社区将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支持、居民参
与”的原则，以优化和完善“宜居空间、多元治理、综合服务”三大体系
为重点，凝聚党员、群众、社工、社会组织、共建单位等各方面力量，让
广大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共享发展成果，打造和谐社区幸福家。

在现有的全科社工模式里，全科社
工是“全能选手”，前台受理、后台办理、
全程跟踪，所有事务都是一个人来办。

我们今年将打造“全科社工+”的
模式，在社区公众号上推出“预约咨

询”服务项目，居民在办事前可通过
手机及时与当天值班的全科社工联
系，详细了解自己需要准备的办事材
料，确保“当天来、现场办、不反复”的
办事效率，实现居民办事“便捷化”。

我们将以小区为单位 ， 分别设
“居民会客厅”，成员采用“1+1+1+X”
服务模式，即“1个专职社工+1个有一

定号召力和公信力的居民骨干+1个党
员”，“X”为“志愿者、物业、共建单位、
居民代表、社会组织”等，实现社区重

“全科社工+”，居民办事“便捷化”

小区“会客厅”，居民议事“不出门”

大事项居民议、居民矛盾大家议。
同时，社区将依托志愿服务队伍、培育各

类社会组织、发挥网格信息员作用等途径，增
强社区居民主人翁意识， 提高广大居民群众
参与社区建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逐步实现小
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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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梦工场”，
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

3

邗江区财政局开展形式多样的党性教育活动，引导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着力提升不想腐的思想
自觉。图为党员干部在杨家岭现场教学延安精神及其时代价值。 蔡向存 夏敏 摄

基 层 动 态

解放桥社区：老党员送“廉”进社区

日前 ， 双桥社区在辖区
“小贩中心” 外墙彩绘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扬州文明有

礼二十四条 ” 等图画和宣传
语 ，倡导市民说文明话 、做文
明事、当文明人。 张云

双桥社区：彩绘上墙 宣传核心价值观

甘泉街道卫计科联合甘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开展志愿服务。 长塘村党员志愿者向居民进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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