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建芝（中） 参与护学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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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鹰报·新湖南社区频道记者 王薇
通讯员 栗稳 柳赛

“老邓老邓 ， 群里吵起来了 。”
长沙县泉塘街道泉韵社区业主群里，
一群业主都在 @ “老邓”， 得知情况
后的 “老邓” 立马上门安抚情绪并了
解情况， 听取双方意见。

老邓发现， 该业主正是数月前因
占道经营， 与其他摊贩起了冲突的陈
姐 （化名）。 陈姐告诉老邓， 她全家
都指着这个小摊过活， 让她不做生意
就是断了她家的经济来源。

了解情况后的老邓摆事实、 讲道
理、 提建议， 最终说动了陈姐， 不仅
在群内向邻居道歉， 更在外租赁了场地，
1个月后就将 “加工坊” 搬了出去。

“用心谋” 小区治理显成效

今年 66 岁的“老邓” 名叫邓建芝，
泉韵社区海德公元小区居民， 1992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 他平时就是小区里的
“热心人”， 常常帮助左邻右舍解决生
活问题 ， 在小区有一定威望 ， 深得
群众拥戴 ， 居民亲切地称他为 “邓

爹”。 自 2022 年 1 月被推选为海德小
区党支部书记， 他更是成了 “大忙人”，
疫情防控、 停车管理、 环境卫生……都
成了他每天操心和巡查的内容， 自担
任小区支部书记以来 ， 小区自治乏
力、 物管纠纷矛盾不断 、 物业费收
取率 不 高 等 基 层 治 理难 题 摆 在 他
面前 。 邓建芝主动想办法， 在听取
居民意见， 并多次与社区党总支沟通
后， 建立起了以支部为核心， 物业、
楼栋长 、 志愿服务队等多方联合的
“海德夜话” 治理新模式。

针对小区东门阳高路与小塘路交
会处十字路口， 孩子上下学路上的安

全问题， 他在夜话上率先表态， 不到
一周时间， 护学队迅速组建成立， 20
余位退休党员、 干部、 楼栋长踊跃参
与。 在他的带领下， 志愿者每天身着
红马甲轮班在小区交通路口开展护
学活动。 他还经常在护校微信群发送
自创诗歌， 表扬志愿者， 鼓舞他们的
士气。

推行该模式以来 ， 提升绿化品
质、 规范占道停车、 清理楼道堆物等
一批影响小区品质的迫切问题都逐一
得到了解决。

“强党建” 幸福邻里促和谐

目前， 党支部有 22 名正式党员，
3 名在册流动党员， 6 名入党积极分
子， 他们是小区提升治理水平的积极
支持者和参与者， 更是小区正能量的
代表， 在小区建设和治理中发挥着应
有作用。

针对小区居民文化生活不够丰富
的情况， 党支部开放小区党群服务中
心、 老年活动中心、 儿童之家等公益
活动场所， 组织开办了 “公益课堂”，

许多党员 、 热心业主以志愿者的身
份 ， 每周定期为小区不同人群营造
“各有所乐” 的小区生活， 获得了居
民们的支持和好评。

疫情防控期间 ， 邓建芝带领党
员、 志愿者组建了星锋志愿队， 奋战
在防疫一线， 在当好 “守门员” 的同
时， 也做好 “办事员”。 配合医护人
员和社区工作者开展小区核酸采样，
在动员业主、 维持秩序、 解疑释惑等
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助力了核酸检
测的高效顺畅开展。

邓建芝说，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也是大家选举出来的党支部书记。 能
够得到党员的信任， 发挥余热为群众
做点事， 这是我的荣幸。 只要自己身
体精力允许， 还会继续带领小区的党
员们努力为群众办实事、 办好事， 为
提升治理水平贡献力量。

严守标准保安全
筑牢小区防火墙

本报讯 （通讯员 薛锶佳） 为
深入推进辖区防火防控工作 ， 进
一步加强市场监管 ， 提高农贸市
场消防安全管理水平， 推进文明城
市农贸市场创建工作， 近日， 长沙市
天心区赤岭路街道广厦新村社区联合
金盆岭派出所、 社区网格员、 城管
队员深入源华农贸市场 ， 对市场
内商铺消防安全情况逐家进行检
查， 及时消除消防安全隐患。

检查中 ， 工作人员查看了市
场消防设施运行情况和消防安全
责任制的落实情况 ， 重点对源华
农贸市场商铺消防设施 、 危爆物
品存放 、 安全警示标摆放张贴 、
电路老化情况 、 疏散通道及安全
出口等情况逐项进行检查 。 针对
检查中发现的各类火灾隐患问题，
检查人员要求各市场负责人立即
进行整改 。 同时 ， 广泛宣传消防
安全及法律常识 ， 提高人员安全
防范意识及法律意识 ， 最大限度
排除消防安全及治安隐患。

此次安全检查有效提升辖区
市场防范化解安全风险隐患的能
力 ， 增强了派出所及社区消防安
全管理水平 ， 营造良好社会治安
环境 ， 为广大群众提供强有力的
消防安全保障。

本报讯 （通讯员 朱民容） 9 月
15 日上午， 长沙市望城区高塘岭街
道高塘岭社区党总支在社区清风长廊
开展 “岭上红” 党建系列活动之 “学
习党史践初心 党员示范当先锋” 主
题党日活动。

活动伊始， 社区党总支书记丁玲
带领党员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精神， 就党员如何高举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进行专题
研讨。 高塘岭党总支一支部书记谢迈
江带领大家学习 《“人民至上” 的价
值追求和丰富意蕴》， 并分享自己的
学习感悟———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
自己的大事， 要厚植 “一枝一叶总关
情 ” 的为民情怀 ， 当好人民群众的

“好公仆”。
活动中， 党员志愿者作垃圾分类

宣传， 耐心讲解乱扔有害垃圾对环境
的破坏以及可能要承担的法律责任
等， 向参加活动的党员们宣传垃圾分
类的意义。

为发扬雷锋家乡学雷锋的志愿服
务精神 ， 践行党员的初心与使 命 ，
高塘岭社区党总支特成立 3 支 “岭
上红” 志愿服务队， 他们分别是 “理
论宣讲课 ” 志愿服务队 、 “科学科
普” 志愿服务队和 “关心关爱” 志愿
服务队。

以学促干 ， 学干相融 ， “岭上
红” 志愿服务队在社区党总支副书记
王泽的带领下， 上门为 2 户特殊群体

进行家居清洁和暖心慰问志愿服务。
“洪娭毑， 最近身体怎么样了？ 我带
了党员志愿者给您家进行家居清洁工
作。” 王泽与困难群体进行面对面 、
心贴心交流， 详细询问了她的近期生
活状况并叮嘱她要保重好身体， 保持
积极乐观的态度。

丁玲表示， “要将党史学习课堂
搬到群众家中， 让党旗飘扬在每一个
居民群众的心中， 希望 ‘岭上红’ 志
愿服务队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以
实际行动擦亮 ‘和美民生路 幸福高
塘岭’ 金字招牌。” 下一步， 社区党
总支将带领 “岭上红” 志愿服务队进
社区 ， 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 、 常态
化， 托起 “幸福岭上红”。

本报讯 （通讯员 刘佳怡） 近日，
长沙市芙蓉区韭菜园街道汤家岭社区
党委组织开展“热血点燃生命希望
红色传递首善力量 ” ———汤家岭社
区 “爱 尚善 行 ” 志 愿 服 务 队 无 偿
献 血活 动 ， 以 实 际 行 动 传 递 温 暖
与关爱。

上午 8 时不到， 已有不少献血人
员聚集在采血车前。 大家在工作人员
的引导下 ， 认真填写无偿献血登记

表， 进行血压测量、 血型检验等相关
检查， 在检查结果合格后分散就座，
等候采血， 献血活动有序进行。

此次献血队伍中， 有社区 “爱尚
善行” 志愿服务队队员、 工会单位工
作人员、 在职党员、 学雷锋志愿者、
社区工作者、 社区居民、 企业职工及
大学生， 他们表示， 献血既可以帮助
别人， 又利于自己的身心健康 ， 是
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 希望通过此

次献血活动带动更多的爱心人士参与
进来。

据统计 ， 此次参与无偿献血 80
人， 其中 68 人成功献血， 全天累计
采集全血 24000 余毫升。

接下来， 汤家岭社区将继续大力
提倡无偿献血， 发动适龄、 健康的居
民都积极参加到无偿献血的行列中
来， 努力营造辖区热心公益事业和无
私奉献社会的良好风尚。

高塘岭社区 学党史， 扬党旗， 践初心， 担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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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里的“大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