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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鹰报·新湖南社区频道见习记者 孙娜
面临卷土重来的疫情， 一批批共

产党员筑牢 “红色防线”， 建强 “红
色堡垒 ”； 一个个防疫的 “活雷锋 ”
奏响战 “疫” 有我的最强音。 在 “四
红四治”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模式下，
发挥党建翼联优势， 长沙市芙蓉区东
岸街道黄泥塘社区整合资源、 汇聚力
量， 坚持 “爱在黄泥塘” 的服务标准，
把疫情防控工作做细做实， 紧张有序而
又不失人文关怀。

巾帼不让须眉， 她总是冲在最前面

“她小小的身躯怎么有这么巨大

的能量呢？” 黄泥塘社区居民谈及社
区书记马成时赞叹道， “马成身材瘦
小 ， 但工作起来神采飞扬 、 雷厉风
行！”

面对疫情的再度来袭， 马成第一
时间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召开会议、 部
署疫情防控工作。 “要坚持党建引领
精准联控 ，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
马成坚定地认为， 要延伸防疫网络、
拓展防疫资源， 推动基层力量配合默
契、 环环相扣、 紧密相连， 才能构筑
起坚强的抗疫堡垒。 因此， 她组织好
社区工作人员、 网格员、 楼栋长、 退休
党员、 志愿者、 物业、 辖区单位……
统一部署， 细化分工， 多方联动， 保
障了摸排登记 、 核酸检测 、 疫苗接
种、 防疫宣传等工作的顺利进行。

在社区的安排部署下， 联防控疫

以社区为“主要指挥所”， 各小区、 各物
业为 “一线岗”， 各网格负责人联合户
籍民警、 物业、 楼栋长、 雷锋志愿者等
主要力量， 分区分点做好防疫工作。

“出门必戴口罩， 做好居家安全
防护……” 户籍民警、 学生志愿者们
在各个小区进行防疫宣传； “请出示
健康码 、 行程码 ， 自觉检测温度 。”
雷锋志愿者们在小区门口查验两码，
并在小区内巡查播放防疫学习小喇
叭， 让每一户居民都重视起此次防疫
工作， 主动向社区汇报行程， 自觉进
行防疫检测； 而楼栋长则上门宣传、
对返长人员摸排， 和社区一起进行大
数据防疫摸排工作。

防疫期间， 马成每天早出晚归，
奔波于核酸检测点、 疫苗注射点、 辖
区单位、 门店、 小区之间。 她背影瘦

小， 但步伐坚定； 她面带倦色， 但沉着
镇定。 “保护居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是责任， 也是力量。” 马成字句铿锵。

书记、 居民齐上阵， 保障核酸检测

8 月 1 日晚， 社区临时接到上级
通知： “明天早上 8 点在社区设临时
核酸检测点， 为全街道一线人员、 重
点行业、 门店等高频接触人员进行核
酸检测。” 黄泥塘社区副书记刘理珊
顾不上陪伴家人， 第一时间联系遮阳
棚、 冷风机、 宣传标语等， 组织工作
人员连夜将核酸检测场地搭建好 。
“‘兵贵神速’ 嘛， 当时虽然累得浑身
酸痛， 但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居民总
是在群里问， 一定要尽快设立核酸检
测点， 让大家方便、 安心。”

（下转 3 版）

金鹰报·新湖南社区频道记者 任琼瑨
见习记者 梁原 李祯媛 李重谦

村规民约、 居民公约 （以下简称
“两约”） 为居民践行文明生活方式提
供行动指南， 是营造良好社会风尚的
有效载体。 近年来， 长沙市雨花区全
面落实 “两约” 制 （修） 订法制审核
全覆盖 ， 把村 （居 ） 务公开 、 村民
（居） 自治和民主管理贯穿全过程， 内
容涵盖社会治安、 安全生产、 风俗人
情、 邻里关系、 殡葬改革等方面， 逐
渐形成价值引领、 合法合规、 群众认
可、 管用有效的一系列 “小村规”， 在
城乡社区基层治理中发挥出“大作用”。

截至 2020 年 12 月， 雨花区 162
个村、 社区 （筹委会） 均已完成 “两
约” 法制性审核工作。

制定“两约” 共商共议

自开展 “两约” 制 （修） 订工作
以来， 雨花区民政局组织对辖区内所
有村 （社区） 进行全面梳理、 统计整

理、 分类登记、 建立台账， 不定期对
村居 “两委 ” 相关工作给予培训指
导， “要重点发挥村民、 居民在制订
‘两约’ 过程中的自主作用， 也就是
‘我来制订、 我来承诺， 我来遵守’。”
雨花区民政局党组书记 、 局长章波
说， 让村民、 居民参与 “两约” 从制
定到落实的全过程， 能进一步督促群
众进行自我教育、 自我管理、 自我服
务、 自我监督的行为规范， 充分调动
群众实行自治的自觉性。

“我是真没想到这里会设计建成

这么多功能的区域 ， 现在我每天早
上、 傍晚出门都要来这里走一走， 非
常舒适！” 天气转凉， 雨花区东塘街
道浦沅社区却显露出不一样的勃勃
生机。 正在散步的戴爱华和老伴对家
门口这个便民晾晒、 休闲锻炼、 停车
方便的三合一区域赞不绝口。

几个月前， 这里曾是一片杂草丛
生、 污水横流的废弃工棚区， 环境卫
生令人头疼。 为此， 社区召开单元网
格员、 居民代表、 施工方、 物业联合
共商共治工作会议， 了解居民需求，

最终确定将闲置夹缝墙推倒， 建设成
集晾晒、 休闲锻炼、 停车三个区域分
开的一个场所。 这个惠民场地面积近
1000 平方米 ， 从动工到完成只花了
短短一个月时间。 社区监事会负责人
丁秋林说： “浦沅社区通过共商共治
做好这项工作， 不但明显改善群众的
生活环境 ， 还大幅提升群众的获得
感、 幸福感， 成效十分明显。”

通过构建社区自治民主协商工作
机制， 让居民群众有序参与公共治理
也是雨花区砂子塘街道的工作法宝。
砂子塘街道搭建 “议事协商、 联动协
商、 听证协商” 三级社区自治民主协
商平台 ， 2020 年处理议事协商案例
800 多起 ， 且协商结果满意度达到
99%。

“楼栋消防通道长期被外来车辆
堵住， 给居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安全
隐患。” 回忆起社区以前的外部环境，
砂子塘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伍
鑫双眉紧蹙。 砂子塘街道砂子塘社区
始建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 是长沙
市较早的居民小区之一， 楼道窄， 人
流、 车流量大， 居民停车、 出行都是
难题。

（下转 2 版）

“两约” 赋能 基层治理提档升级

党员志愿者分区扎点 联防联控
以红色情怀， 建强防疫“堡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