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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贤” 老书记， 卸任不卸责

“你找苏书记呀 ， 我们都晓得
他， 你就把车停到我家门口咯。” 听
说记者要到社区找 “新乡贤 ” 苏立
雄， 就有居民热心地引导停车。 苏立
雄曾任捞刀河社区书记 ， 30 年前他
放弃建筑公司高薪， 来到当时处处泥
墙草房 、 “穷土恶水 ” 的捞刀河社
区。 在他的带领下， 社区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 2017 年 ， 卸任后的他
主动请缨担任社区 “第一书记” 兼党
建指导员。 “没有谁比我更了解捞刀
河社区， 我对这里有感情！”

2019 年 ， 兔子坡小区和博爱小
区全面提质提档， 垃圾分类、 邻里中
心、 党建公园等项目相继启动， 苏立
雄和其他乡贤们， 一户户上门征求群
众意见， 并把意见带到新乡贤工作室
和议事厅， 和社区工作人员多次商议。
“我们苏书记是一个坐不住的人。” 社
区工作人员个个对他心存敬仰。

“新乡贤” 带头， 传播好乡风

李小辉也是 “新乡贤” 之一。 很
多矫正人员都亲昵地喊她 “李姨 ”，
却喜欢和 “李姨” 唠唠心里话。 “李

姨， 我现在工资涨到一万多了， 你帮
我介绍一个女朋友吧！” 20 多岁的小
熊在李小辉帮助下成功戒掉毒瘾， 自

食其力准备成家创业。

为了宣传禁毒， 李小辉和刘镜辉

等几位乡贤， 排练了形式新颖的三句
半 《拒绝毒品 珍爱生命》 节目， 居
民喜闻乐见又入脑入心。

“新乡贤” 彭泽林退休后， 十年
如一日地为社区居民开展义诊， 在污
水处理厂拆迁项目中， 她主动和工作
人员一起说服拆迁户签约， 仅用 50
天， 实现签约、 腾地同步清零， 圆满

完成了 29 户签约， 无一户遗留问题。

“新乡贤”、 抗美援朝老兵彭德

华， 是社区矛盾调解志愿队队长， 还
担任义务治安巡防。 小区建设 13 年
来未发生一起偷盗事件， 社区自成立
以来从未发生群体性上访事件， 邻里
间和谐氛围浓厚。

人大代表、 “新乡贤” 李奕， 成
立了李奕新乡贤禁毒工作室， 在社区
困难帮扶慰问、 禁毒宣传教育等方面
总是义不容辞， 鼎力支持。

对于一些陋习旧俗， “新乡贤”
主动带头破除 。 彭德华 90 岁生日 、

刘镜辉 80 岁寿辰， 不摆流水席， 也
不请客收礼金 ， 仅通过社区 “新乡
贤” 工作室的名义组织了一场简朴又
热闹的庆生会， 分享乡情故事， 获得
居民称赞。

“以前我们这办婚宴至少要摆

100 桌， 现在流行简办。 红白喜事别

人都简办， 就你家大操大办， 很丢人

的。” 一位居民欣慰地说， 现在的风
气真好。

乡贤不闲， 当好“八员”

2019 年 ， 金竹河社区 （当时名
为捞刀河社区） 成立了捞刀河街道第
一个乡贤工作室， 发起 “乡贤不闲，
当好八员” 倡议。 “八员” 即国策乡
情的宣传员、 重点事务的监督员、 助

推发展的智囊员、 社情民意的信息员、

文明乡风的传播员、 助人为乐的慈善

员、 基层矛盾的调解员、 乡村治理的

勤务员。 越来越多的老党员、 社会贤达

人士加入到 “新乡贤” 的队伍中。

家风正则民风淳， 民风淳则社稷
安 。 开福区民政局副局长吴群辉表
示， 对于一些开放式的老旧小区， 光
靠社区几个工作人员 ， 是远远不够

的。 ‘新乡贤’ 都是乡邻中有影响力
的人， 他们德高望重又有乡土情怀，
为社区的基层治理工作帮了很多忙。
“比如在禁毒、 调解纠纷、 移风易俗、
厚养薄葬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他们用模范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别
人， 润物无声。 好的治理模式， 值得
复制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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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竹河社区依托“新乡贤” 工
作室， 汇集社区优秀党员、 组织骨
干、 金牌义工等热心社区事务的各
方力量， “新乡贤” 具有对农村各
种矛盾掐得准脉、 找得到根、 摸得
到门的优势， 借助他们的公道、 威
望和丰富的社会阅历， 积极调解信
访问题、 解决家庭矛盾、 邻里纠纷，
用百姓的法儿， 平百姓的事儿， 促
进农村和谐稳定， 探索“人民调解 +
乡贤” “村两委 + 乡贤” 等模式，
引导乡贤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决策咨
询、 基层协商， 完善基层“三治融
合” 体系。

———开福区捞刀河街道金竹河社
区党委书记罗况

学习新语

本报讯 （通讯员 汤韬） 为深入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 长沙市天心区坡子街
街道青山祠社区党委紧紧围绕 “学史
明理、 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 学史力
行” 的总要求， 利用党建品牌 “有声
习社” 在线上线下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100 天， 以诵读再临宣誓之初， 以画
面重温红色革命， 以交流再拾入党激
情。 把党史学习教育 “我为群众办实
事” 融入日常、 落在实处， 引导组织
在职党员和党员志愿者为基层群众办
实事、 解难题， 让群众感受实实在在
的成效， 让党史学习教育更有新意、
更接地气。

以和谐社区为目标
打造凝聚邻里的“党心家园”

全面落实 “社区网格化” 管理制
度， 以网格化工作推进为契机， 开展
“党建引领 、 多方 共 治 ” 行 动 ， 让
“党建元素 ” 时刻呈现 。 今 年来 ，
随 着 社 区 功 能 的 逐 步完 善 ， 党 员
数量的增加 ， 对此 ， 青山祠社区以
网格全覆盖， 大力推行党员中心户工
作模式， 吸引和凝聚更多的党员参与
进来， 形成以党委为核心， 网格支部
为基础， 党员中心户为基本单元的
党 员 管理 新 途 径 ， 推 行 “党 建 做
到家 ， 在家做党建 ” 的新型党员教
育管理模式。

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基础
打造有声无声的“学心家园”

社区党委用心组织直管党员、 在
职党员、 退役党员、 流动党员以及离
退休党员近 300 人， 利用党建品牌 “有
声习社” “邻里中心” “有事好商量” 等载
体， 结合三会一课 、 主题党日活动等
形式， 把党史学习教育作为当前和今
后一个较长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 切
实在学懂、 弄通和做实上下功夫。

今年党委又结合实际， 集中在线
上和线下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 “有声
习社” 朗读活动 100 天， 每个月都以
此脉络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组织党员
学深学透， 让党员们在 “有声习社”
的朗读学习中， 既能增强党性修养，
又能提高社交能力。 学习活动以党员
自学为主 、 集体学习为辅的方式进
行， 主要是让平常没时间参加党组织
生活的年轻党员也参与进来。

以“三社联动” 为抓手
打造服务群众的“贴心家园”

社区建立功能完善的 “三社联
动” 服务平台， 强化 “便民服务站”
建设， 推行集社会事务、 便民服务为
一体的 “一站式 ” 服务 ， 实现了党
建、 计生、 低保、 残联、 文化、 司法
调解、 养老医疗保险、 流动人口管理
等多项内容的便民服务。 并设立 “一
支部一网格一邻里”， 使其成为社区
收集信息的中转站， 方便居民群众办
事、 反映问题。 同时， 发挥 “三社联
动” 作用， 加强与辖区服务网点的联
络， 制作便民利民联系卡， 让居民时
刻感受到社区服务的贴心和便利。

以志愿服务为载体
打造共驻共建的“爱心家园”

社区成立了以辖区单位党员、 在
职党员、 离退休党员为主的志愿者队

伍， 开展了关爱空巢老人、 关爱留守
儿童、 关爱农民工及关爱残障人士等
一系列志愿服务活动， 大力开展在职
党员进社区 ， 点亮社区困难居民的
“微心愿” 活动； 社区党员干部与社
区弱势群体结成 “暖心对子”， 通过
入户走访、 电话联系等形式， 经常性
地为弱势群体开展精神慰藉、 交友谈
心等服务， 了解近况， 让困难居民及
时得到帮扶和救助。

以文化活动为引领
打造喜闻乐见的“乐心家园”

社区党委以文化活动为引领， 实
现邻里友好、 互助互爱的理念， 发挥
社区 “青山祠老年艺术团” 的作用，
在社区开展了各式各样的活动， 进一
步丰富了居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 营
造 互 助 友 爱 、 温 馨和 谐 的 邻 里 关
系 。 同 时 社区 无 偿 开 放 “绿 色 网
吧 ” 以及 “社区图书室 ” ， 方便社
区居民娱乐休闲 ， 营造居民喜欢的
“乐心家园”。

社区党委通过基层党建引领， 把
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成为民办实
事的新动力， 利用党建品牌 “有声习
社”， 构建 “五心” 家园全新服务模
式， 着力解决居民群众的操心事、 烦
心事 、 揪心事 ， 围绕 “党心 ” “学
心” “贴心” “爱心” “乐心” 赢得
民心， 为建党 100 周年献礼。

学党史悟思想 构建“五心”家园服务模式
青山祠社区

党心家园之在家学党史悟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