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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志愿者在小区内进行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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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话”诉衷肠
圆家门口的就业梦

“生完孩子在屋里吃闲饭两年多
了， 想出去赚点钱， 但家里的老人孩
子又丢不下， 村里能帮忙介绍个屋门
口的工作， 可以天天落窝的吗？” 这
是石仑山村村民李爱香的一块 “心
病”， 一次 “罗江夜话” 上， 她忍不
住提了出来。

没想到， 一个星期后， 一场热闹
的 “罗江夜话” 就业专场会就在石仑
山村展开。 “我们这次带来了 50 个
公司的招聘信息， 最多能提供上万个
岗位。” 汨罗市纳贤人力资源有限公
司负责人跟大家介绍。 从入口到院内，
琳琅满目的招聘广告牌令人应接不暇，
应聘条件从低学历到高学历 ， 从兼职

到全职， 其中不乏许多高薪工作。
“就业岗位送到了屋门口， 真的

冇想到政府能把我们的事这样放在
心上。” 李爱香激动地说， 感觉像做
梦一样。

今年以来， 罗江镇劳动就业保障
站为促进全镇就业已开展 “罗江夜
话” 就业专场会 2 场次， 联合多个人
力资源公司开展招聘会 2 场次， 培训
会 2 场次 ， 增加了 32 个就业岗位 ，
全镇劳动力共 34692 人次， 可就业劳
动 力 21373 人 次 ， 已 就 业 劳 动 力
19236 人次， 就业率 90%以上。

用好“夜话”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进村这条路真的窄， 会个车都

怕跌到田里去 ， 可以加宽一点子不
咯？” 天井村老党员尹普求就村级主
干道过窄的问题在一次 “罗江夜话”
屋场恳谈会上提出。

“群众的事还是由群众自己商量
着办！” 在村党总支书记胡志伟的提
议下， 村 “两委”、 党员和群众齐聚，
就修路一事开展讨论。

于是， 党员干部带头捐款， 乡贤
康俊、 伏向波、 丁正文等积极助力，
群众踊跃参与， 很快就筹集了 200 余
万元 ， 用于 16.5 公里村级主干道拓
宽。 在施工过程中， 村民主动投工投
劳、 拆屋让路、 监督质量， 让工程得
以迅速推进。 “干道由原来的 3.5 米
拓宽至 6 米 ， 去年年底全部完工 。”
胡志伟介绍， 道路的拉通带来的不仅

是交通便捷 ， 因天井村紧邻长乐古
镇， 还将推动两地文旅协同发展， 助
力乡村振兴。

像这样的老党员带头， “本家人
管本家事 ” 的例子在罗江镇还有不
少。 郝光介绍， “罗江夜话” 自去年
9 月开展以来， 经过摸索和沉淀， 得
到了群众认可。 今年 9 月， 罗江镇首
批 “话事佬 ” 上任履职 ， 14 个村共
51 名 ， 他们是从优秀党员 、 组长 、
乡贤乡友、 退休干部教师、 退伍军人
中推选出来的。 “其实我们一直都在
这样推行 ， 只是这次把他们 （话事
佬） 正规化了， 到今年年底或明年年
初， 就会产生第二批的 ‘话事佬 ’，
这才是我们 ‘罗江夜话’ 的初衷， 从
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本报讯 （通讯员 谭艳） 为推动
低碳社区试点建设， 切实推进节能降
耗减碳， 降低社区经济活动的碳排放
强度， 实现经济发展模式、 消费理念
和生活方式的低碳转变， 今年来， 长
沙市雨花区圭塘街道美林景园社区围
绕创建绿色低碳社区， 在圭塘街道党
工委的领导下， 在办事处的指导下，
坚持党建引领社区发展治理， 将绿色
低碳社区创建融入社区发展治理工作
中， 形成了党建引领、 网格管理、 服
务创新、 多元共治的社区发展治理新
格局。

团结一心， 强化党建引领。 社区
党委坚持党建引领社区发展治理， 以
组织建设为重点， 成立以社区党委书
记为组长， 以辖区物业企业、 楼宇商
圈企业、 业主委员会和社区网格员为
组员的绿色低碳社区创建领导小组。
充分发挥区域化党建协同委员会成员
单位、 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作用， 充
分调动社区 “红管家” 志愿者、 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志愿者、 热心居民组成
义务护绿爱绿志愿队、 义务清洁广告
志愿者服务队等， 以多元化的行动为
社区环境保护做出义务奉献， 形成了
社区、 单位、 居民、 志愿者等创建绿
色低碳社区联动网络， 确保绿色低碳
社区工作的顺利开展。

用心用情， 优化居住环境。 社区
以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 洁净雨花
行动、 老旧小区提质改造等为抓手，
对辖区长沙铜铝厂宿舍、 湖南航空工
业局 416 宿舍等老旧院落进行软硬件
综合提升， 结合各院落实际情况制定
改造方案， 对环境整治、 绿化提升、
墙面美化等方面进行品质升级， 推进
社区基础设施绿色化。 通过老旧院落
改造中推进门禁管理、 停车管理、 监
控系统等提高社区信息化智能化水
平， 使社区居住环境更加优美、 生活
环境更加舒适。

增强信心， 推进垃圾分类。 社区
坚持把垃圾分类作为民生实事来推

行、 作为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大事去落
实， 分批次为老旧小区增设节能充电
桩、 设置智能可回收物垃圾箱 9 个、
四分类垃圾收集亭 2 个、 建立分类小
蓝屋 1 个 ， 回收废金属 、 废纸 、 塑
料、 电子产品及其垃圾累计 3.46 吨。
同时， 通过网格员、 “红管家” 志愿
者定期走访宣传， 下发签订 《低碳节
能倡议书》， 以提升居民节能、 低碳、
环保意识。 开展各类宣讲培训 36 场
次， 共计 6000 余人参加； 张贴各类
宣传海报 3000 余张， 组织志愿服务
活动 30 余次。 设立 “蓝卡银行”， 居
民群众 “存积分 ” ， 折合积分存入
“蓝卡账户”， 获得的积分可参与兑换
礼物， 居民在垃圾分类中培养了分类
习惯， 营造绿色低碳的生活氛围。

美林景园社区将以此次创 “低碳
社区” 为契机， 通过大力宣传， 全面
提升社区居民的环保意识和社区形
象， 给居民创造一个安静祥和的居住
环境。

义剪义诊送温暖
便民服务真贴心

本报讯（通讯员 汪咏琪 刘姣）
11 月 20 日上午， 在燕子岭社区居
委会指导下， 培源社工驻长沙市
天心区城南路街道社工站联合圣
真口腔、 星鑫生活超市、 清华海
峡医研字 （康琦逆糖俱乐部）、 燕
子岭社区米莎帮帮团开展 “义剪
义诊送温暖 ， 便民服务进社区 ”
主题活动， 现场吸引了 30 多位居
民参与体验。

本次活动分为口腔义诊 、 义
剪和血压血糖检测区域。 社工在
燕子岭社区党员户外庭院搭建活
动场地， 在米莎帮帮团志愿者的
邀请下， 许多居民都上前了解本
次便民服务的内容。 在义诊区域，
通过口腔检查， 社区居民能够了解
自己的口腔健康情况， 学会保护自
己的牙齿。 在义剪区域， 一张布、
一把剪刀， 理发师傅根据不同居民
的需求， 理出一个个漂亮的发型。
在血压血糖检测区域， 志愿者在
医生的带领下 ， 有序做好咨询 、
检测、 结果登记等环节， 同时宣
传糖尿病、 高血压等相关健康知
识， 增加居民预防疾病的意识。

“我们就需要这样的活动 ，
贴近社区本地居民的生活， 接地
气、 方便、 高效率、 高质量， 谢谢
你们！” 活动结束后， 社区党员志愿
者王丽云阿姨对社工说。 通过本
次便民服务， 社区居民增进了解
健康知识， 社工与居民以及邻里
之间的联系得到加强， 为后续开
展社工服务打下良好基础。

本报讯 （通讯员 谭佳） “干湿
垃圾分类装， 有毒有害的是红桶子，
易腐易烂的是绿桶子， 其他垃圾是灰
桶子。” 11 月 21 日 ， 家住长沙市天
心区桂花坪街道桂庄社区富景园小区
的王阿姨嘴里一边念叨着， 一边将垃
圾分门别类投进垃圾箱。 为建设美丽
和谐的绿色家园， 桂庄社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积极组织党员志愿者、 网格
员， 开展 “见 ‘圾’ 行事， 扮靓绿色
家园” 宣传活动。

活动中， 网格员详细讲解了怎样

进行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的好处等知识
科普， 引导大家掌握分类技巧， 让居民
认识到垃圾分类的重要性 ， 帮助大家
提高垃圾分类意识以及投放准确率。

“垃圾分类规范后， 垃圾桶附近
干净多了 ， 小区环境也好了不少 。”
李先生说， 以前电池那些有害垃圾不
知道怎么处理， 现在也有了去处。

通过 “面对面 、 零距离 ” 的方
式， 把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带进小区，
让居民们更加容易懂得如何见 “圾”
行事。

美林景园社区

创建区级“低碳社区”， 打造宜人宜居家园

垃圾分类扮靓绿色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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