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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身文艺范共享书房，小区楼道成风景
长沙岳麓区已建成144个“美丽楼道”，力争三年内覆盖老旧小区

楼道粉刷一新，清新的图画跃然墙上；一幅幅字
画悬挂在墙面； 熠熠生辉的党旗飘扬在楼道间；一
条条木凳温暖着每一位行人……

这是长沙市岳麓区“美丽楼道”的景象。岳麓区
聚焦老百姓身边的“关键小事”，探索“美丽楼道”建
设“一核三微一家亲”模式，构建起小区党支部牵总
头、党员群众共参与、驻区单位齐助力的基层治理新
格局，让幸福在家门口升级。目前，岳麓区13个城区
街道已经建了144个“美丽楼道”。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章迎春 黄芳

邢朝虹到平江只有一年多时
间，却跑遍24个乡镇、150多个村和
社区。 11月4日， 记者在平江采访，
随便到哪个乡镇上， 大家都能说得
上她长啥模样，啥时候又来过，为百
姓做了哪些好事， 不少贫困户的手
机中还有她的电话号码。 当地老百
姓亲切地称她为“最美扶贫队长”。

邢朝虹刚到平江时，全县通信
基础建设落后，偏远农村信号履盖
不好，群众反映非常强烈。据当时
调查统计， 全县8327个村民小组，
三网全无的有1451个， 占17.4%；
信号弱的1602个，占19.2%，如要
减少盲点、补强信号只有增加基站
数量这一途径。

去年6月， 邢朝虹对接工信部
以及省通信管理局，终于成功争取
到了服务试点，获得了59个基站建
设指标。

去年，邢朝虹得知央视将开通

全国首档融媒体互动节目“脱贫攻
坚战———星光行动”， 她第一个带
队到电影频道汇报，经过半年多的
持续跟进和反复沟通，争取到“流
量女王”杨幂帮扶平江。当年11月，
杨幂团队来到平江并做全网直播，
平江酱干、杨幂同款辣条、平江旅
游一时成为微博热评词汇。

邢朝虹助力湘雅医院与县内
医院对口合作， 引进教育基金会、
足球基金会等众多社会扶贫力量，
为贫困村、 贫困人口捐资捐物，引
进中国女子围棋甲级联赛、央视财
经频道“中国电商行动”、快手平台
直播等推介活动……

今年3月， 平江县宣布脱贫摘
帽， 贫困人口已从建档立卡时的
14.2万人减少到2018年末的9394
人。 作为平江扶贫队伍的一员，邢
朝虹由衷地感到幸福和有成就。

■记者 黄海文

本报11月8日讯 展示学校绿
色教育理念， 践行生态环境建设。
今日，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迎来了她40岁生日。

据了解，长沙环保职院是全国
第一所环保类高职院校、湖南省示
范性高职学院。40年来， 从部属重
点中专学校到部省共建高职学院，
成为全国高职环保教育高质量发

展的引领者。“作为办学最早、专业
门类最齐全、 行业领头的高职学
院”， 长沙环保职院党委书记吕文
明介绍，该院截至目前毕业生人数
已达5万余人， 其中有全国各地环
保行业领域环保干部人数5000余
人，基层环保技术骨干、监测、执法
人数1.5万余人。 ■记者 杨斯涵

黄京 通讯员 肖人太

【现场】 楼道换新颜，“大家长”热心助力

“‘大家长’，您又来搞卫
生哒，真是辛苦您啦！”11月7
日一大早， 在岳麓区橘子洲
街道天凤社区曙光泊岸小区
的1栋6单元， 居民张阿姨一
走进楼道， 就看见陈奕东弯
着腰在搓抹布。

据悉， 陈奕东是天凤社
区的在职党员， 住在曙光泊
岸小区1栋6单元， 自社区打
造“美丽楼道”以来，积极与
上下左右邻居沟通， 收集意
见，协调处理细微琐事，并主
动承担楼道卫生， 被邻居们
亲切地称作“大家长”。

本月初， 岳麓区橘子洲

街道天凤社区的“美丽楼道”
基本打造完工， 得到了居民
的高度好评。 业主碰到陈奕
东都给他点赞。

“我是一名有22年党龄
的党员， 党员的初心就是为
人民服务。 都是举手之劳的
事情， 我会一直坚持的。”面
对居民的“点赞”，陈奕东憨
憨地笑道。

记者获悉， 自“美丽楼
道”建设开展以来，天凤社区
涌现了许多像陈奕东这样热
心的志愿者， 他们时刻牢记
党员的身份， 成了“美丽楼
道”最美的风景。

【幕后】 居民自治+党建引领，实现邻里一家亲

天凤社区的“美丽楼道”
之所以这么受到肯定， 表面
上看是居民自治取得的，而
实质上是“党建引领、党员带
领”所带来的成果。

据介绍， 经过工作走访
调研发现， 不少老旧社区因
建成时间较长， 居住人群以
老年人、 困难户等弱势人群
居多， 楼道开放建设与管理
服务脱节， 存在公共设施老
化、卫生环境差、堆物现象常
发生、 安全隐患难整治等问
题， 极易诱发邻里之间不和
谐。

“原来搞党建， 我们重
点在社区， 后来深入到小
区，现在再往前延伸，党建
来到了楼道，来到了百姓的

家门口。” 长沙市岳麓区区
委常委、组织部长彭利芝介
绍，该区率先在老旧步梯房
中探索开展“美丽楼道”创
建工作模式，探寻出一条破
解老旧小区治理难题的新
途径。

具体而言， 就是发挥小
区党建引领作用， 重点突出
无物业单位小区、 农安小区
等老旧步梯房小区， 通过对
楼道进行“微设计”“微改造”
“微治理”， 着力解决楼道堆
物、 卫生脏乱差等居民群众
的“堵点”“痛点”，从居民群
众最不满意之处改起， 用居
民群众身边的小变化带动邻
里关系大融洽， 促进邻里一
家亲。

记者获悉，在整个“美丽
楼道”建设中，街道、社区并
没有大包大揽， 而是充分发
挥小区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
用，通过党员带头、挖掘热心
居民志愿者带动全员共同参
与其中。在曙光泊岸小区，楼
道自治小组的组建、 小区垃
圾分类的推进都少不了党员
的身影。

为了“美丽楼道”建设的
顺利进行， 不少居民自筹资
金， 完善了单元楼道的基础
设施，刷白了墙面，更换了楼
道灯，装上了吊顶。1栋6单元
一楼的门厅变成了楼道的书

房， 书房墙面挂上了6单元5
楼80多岁的欧阳爹爹亲手写
的“沁园春·长沙”“家和万事
兴”“远亲不如近邻”等字画。

天凤社区书记、 主任陈
志军感慨，除了楼道变美了，
更难能可贵的是居民间团结
友爱、邻里互助的和谐氛围。
“下一步，我们社区计划召开
一个民主协商会议， 邀请在
地党员、楼栋长、党员代表、
群众代表，共商自治‘良方’，
同时将6单元好做法在全小
区进行宣传， 带动单元、楼
栋、 小区直至整个社区谱写
和谐美丽主旋律。”

【蝶变】 居民成“主人翁”，自治热情“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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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朝虹，女，财政部经济建设司交通处处长。2018年2月1日，从北
京来到平江任县委副书记，开始为期两年的挂职。她对接财政部向平
江投入600万元，引入社会捐助1500万元；她助力平江县纳入国家电信
普遍服务试点，为166个村组解决通讯信号问题；她对接水毁修复、安
全饮水等项目建设，推动“四好农村路”建设，争取县重点公路建设和
改造……在短短的一年时间，为平江县的脱贫攻坚带来了天翻地覆的
变化。被评为湖南省2019年“百名最美扶贫人物”。

一年多跑遍平江24乡镇
邢朝虹：百姓心中的“最美扶贫队长”

“‘美丽楼道’创建，不
仅改变了老旧楼道脏乱差
的现状， 更是以楼道为载
体做到让群众共建共治共
享美好生活。” 彭利芝介
绍，除了在建的99个“美丽
楼道”，岳麓区其余楼道的
创建工作也正如火如荼推
进，计划今年全面铺开，每
个城区街道选取1个小区
集中打造10个整洁、温馨、
有温度的“美丽楼道”。

“在为居民群众逐步
接受、认同、支持后，我们
还将推出‘美丽楼道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力争在三
年时间内实现对全区所有
老旧小区步梯房‘美丽楼
道建设’的全覆盖。”彭利
芝说。

力争在三年内实现
老旧小区全覆盖

天凤社区所呈现的面
貌只是岳麓区开展“美丽
楼道”工作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 岳麓区开展
“美丽楼道”建设工作主要
采取先行试点探索、 逐步
示范带动的工作思路来进
行推广。

截至今年10月份，岳
麓区13个城区街道已经建
了144个“美丽楼道”。云麓
园、咸嘉新村、学堂坡、阳
明山庄等社区首批“美丽
楼道”已打造完毕，让原来
同住一个楼道里熟悉的陌
生人在互联互动、 共住共
享中变成了邻里一家亲。

岳麓区已建成
144个“美丽楼道”

全国第一所环保类高职院校40岁了

规划

大图： 长沙岳麓区曙光泊岸小区的1栋6单元，
一楼门厅焕然一新变身书房。

小图：楼道内“中国风”的电梯和“党员家庭”公
示墙。 记者 和婷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