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版/02版 责编 吴钦 编辑 何先菊 美编 黄敏 张念 校对 田仲蓉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版权声明:本报所刊作品未经本报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本报法律工作室电话：028-86783636

要闻 022018年2月12日
星期一

走到玉林路的尽头
是最有生活味的成都

院落议事会院落议事会 民情茶叙日民情茶叙日 社区坝坝会……社区坝坝会……

作为成都开发最早
的片区，在面临区域配
套老化等问题时，玉林
如何花开不断，始终保
留着宜居成都最迷人的
一面？社区是构成城市
的最小细胞，却承载了
市民衣食住行、生老病
死的全部生活。社区建
设得好不好，直接关系
着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过去，社区建设是政
府“独管”，现在居民、企
业都参与进来，形成“共
管”局面。问计、参与、评
判，这份答卷由大家共
同作答。 玉林街道的故事，不过是成都

贯彻落实十九大关于基层和社区治
理的系列决策部署精神，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不断满足
市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
发点，创新社区治理方式、推进共建
共治共享的一个小案例。让人民群
众生活更便捷、更舒心、更美好。

通过着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
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
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成都在社区发
展治理中坚持问需于民。“院落议事
会 ”“ 民 情 茶 叙 日 ”“ 社 区 坝 坝
会”……通过这些活动，收集和整理
群众意见和建议，把整治工作与居
民需求有机结合，营造“难题共议、
智慧共享”的治理氛围。同时，还定

期召开社区、商家、物业公司、片区
单位等共同参加的联席会议，讨论
解决重难点问题。

成都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大会上
提出，将推动生活服务便利化，努力
创造舒适便捷生活环境。以补齐短板
和市民感受为导向，科学布局社区优
质生活服务圈，发展社区新零售服务
体系，建设社区集成化智能服务终
端，打造“15分钟社区生活服务圈”。
去年，成都还启动了公共服务设施

“三年攻坚”行动。这一切的目的，都
是为了增强市民认同感、归属感、幸
福感，让“生活城市”成为成都最响亮
的金字招牌和最靓丽的城市名片，让
这座城市的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成都商报记者 钟茜妮

认养，是玉林街道“花开玉林”的
特殊模式。街道采取“街道建设＋多方
参与”的方式，建立健全“共建共享”城
市环境管护机制，变政府“独管”为大
家“共管”，将打造完成的街巷、花坛、
花墙划分为固定区域，将花卉的日常
养护以党建项目的方式开展认领，成
立了2.3万人的志愿者队伍。这其中，
有刘玉兰这样的普通老人，也有江喃
这样的老外名人，还有省环保科学院
第二党支部这样的驻区组织。

“大家都发动起来了，主动来认
养。”玉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刘仁富
说，辖区的开元集团是生产化肥的公
司，主动认领了街道的花肥供应。四川
省疾控中心、华西检测中心、玉林中学
等驻区的单位主动把冷冰冰的围墙拆
了，准备建植物篱笆，墙内墙外都能让
绿意蔓延。电信路社区居民胥老师，主
动把临街50平方米的商铺交给社区，
打造花间诵读书房，花香书香不间断。

花开之余还有文润。通过建设区
域文化联盟，深入挖掘辖区单位、企业
文化资源，在玉林街道建设蜀绣微博
物馆、在青春岛社区建设剪纸博物馆
等10个文化聚落。在玉林西街11号建
成“大师传承堂”，每周邀请民俗文化
的传承人走进大师传承堂与百姓互动
分享蜀绣、剪纸、皮影、油纸伞等传统
技艺，让辖区居民感受“天府文化”的
独特魅力，目前的蜀绣班、皮影学习
班、古琴学习班等期期爆满，深受党员
群众欢迎。

“我们的川菜博物馆比不上郫都
区的，但都是居民自己来晒的手艺。”
在川菜微博物馆，泡菜坛子、蓑衣都是
周边居民拿出的压箱底什物。刘仁富
笑着说，很多孃孃带着自己的手艺来
教社区的年轻人，麻婆豆腐、鱼香肉丝
都是一家一味，大受年轻人欢迎，“好
吃好耍好看好学，成都人喜欢的生活，
就是这样子了。”

武侯区玉林街道地处成都市中心
区域的正南面，面积2.9平方公里，人口
总数接近13万人。上世纪80年代以来，
作为成都开发最早的片区，这里曾因
基础设施健全、配套服务完善而代表
成都最“洋气”的一面。但随着时间流
逝，过去洋盘的小区渐渐变成了“老旧
院落”，不少管理问题逐渐显现，城市
更南边的区域发展更为迅速。如何让
玉林在保留生活味的同时，也伴随城
市发展实现人居环境的进一步优化？

2017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
意见》提出，要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和
谐有序、绿色文明、创新包容、共建共
享的幸福家园，就要发挥基层党组织
领导核心作用，深入开展基层群众自
治，体现社会力量协同作用。新形势下
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以人民为
中心、服务居民的意识必须加强。

在玉林，“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建
共享，正是玉林的实践。事实上，廉情
茶苑只是玉林街道问计于民的一个品
牌。这些年里，通过“玉林夜话”“问需
单”“党建玉林联席会”等形式，居民需
求与街道工作无缝对接，一个自治且
活跃的城市发展细胞在不断壮大，

“花开玉林”便是其中的典范。
“花开玉林”起于背街小巷环境综

合整治行动。从上世纪80年代便生活
在玉林片区的刘玉兰记得，原本的院
落和街道并不清爽，一到下雨天稀泥
巴就裹一腿，后来路面硬化后，小巷子
里常常能看见垃圾。刘玉兰和热心邻

居们把情况反映到街道。经过街道、居
民的几番商量后，决定启动“花开玉
林”工程，对环境进行综合整治，并以
花草点缀街面。

按照成都市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大
会有关要求，充分践行城市管理为民
服务的核心要义，以“党建引领”为核
心，按照“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
理格局”的实现路径，“花开玉林”的目
的，是建设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社区。

通过“街道—重点片区—社区—
院落”为链条的“四级网格单元”，将辖
区细分为48个网格片区，通过党建联
席会、玉林夜话、社区问需日、座谈交
流会等广泛征求意见、集中智慧。最终
将“五横七纵”12条街巷确定为首期

“花开玉林”治理点位，并确定二期以
两广场、五街巷四十九个院落为抓手，
推进街巷整治和特色打造，三期以历
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利用为重点，突出
培育国学巷片区和玉林片区2个文化
特色风貌片区。

如今，首期治理点位已竣工亮
相，正在进行二期的改造。走在玉林
片区，街道两旁的榕树遮天蔽地，疏
朗的小高层楼房点缀在树林中，临街
路面建着川西风格的围墙。飞檐白
墙，墙面画着粉色芙蓉、紫色牡丹，水
墨诗词，如同展开一幅画卷。一路走
过，三角梅、杜鹃花和竹林点缀其间，
花开不断。刘玉兰也在文化广场上认
养了一处杜鹃花，闲时去浇水，活动
人多时去维持秩序，正值寒冬，红艳
艳的杜鹃开得格外娇艳。

天色渐渐暗下来，位于玉林横街
22号的梦泽苑亮起了稀疏的灯光，家
常小炒的香味儿从阳台飘到院落。68
岁的刘玉兰刚搁下手头置年货的事
情，就听到楼下门卫室在喊：“刘孃，
廉情茶苑开摆了，快点来，向书记今
天请客哟。”

刘玉兰从4楼阳台探头一看，露
天的棋牌室用白炽灯照得亮堂堂，三
张方桌拼在一起，玉林北路社区的党
委书记向万军和工作人员们都在搬
凳子、摆茶杯，平日社区工作最热心
的“总导演”王大哥果然又是第一个
忙前忙后搭手的。正在院子里遛狗的
杨金华，牵着狗就顺势坐在了一旁，

“来听下，是不是社区又要搞啥活动
讲政策了啊？”

晚上7点半，20人围成圆桌的廉
情茶苑正式开摆，茶香袅袅中，映着
每个人的脸都泛着轻松的笑容。向万
军是社区12年的老书记了，她开口说
了来意便问需求。她介绍，“廉情茶
苑”是玉林街道从去年5月开始打造
的一个品牌，以每个月进一两个院落
的频率，在辖区内定期巡回式开展，
邀请两委人员、党员、群众一起参加，
喝着盖碗茶聊天，来公示院落财物、
社区重大事项并宣讲政策。在前几个
院落的宣讲中，涉及到二孩政策、农
民工子女入学的政策都很受关注。新
春到来前，廉情茶苑摆到了梦泽苑，
来问问居民还有没有什么需求要反

映的。“大家有啥需求没解决到位的？
找社区办事有没有吃拿卡要的？都在
这里开诚布公地说哈。”

“没得没得，那些志愿者来给我做
治疗，一分钱都没收。”低保户胡国庆
显得很活跃，第一个出来说，他的年纪
不是最大，头发却全白了。“是噻，再过
两年你就越活越年轻，成帅哥了。”人
群中不知谁一接话打趣，大家都笑开
了，胡国庆也不好意思地跟着笑起来。
3年前，院子里是不可能看见胡国庆的
身影的，一场重病让他半瘫在床，基本
出不了门。社区通过“互联网＋双报
到”的形式，将驻区党组织的资源优势
和群众的需求精准对接，为胡国庆联
系上了辖区内的“慈爱嘉”养老助残服
务中心，免费上门服务为胡国庆定期
做医疗保健。现在，胡国庆不仅能出门
买菜做饭等个人生活自理，还能来社
区开会聊天参加集体活动了。

居委会主任李斌问的是意见，征
求意见前他有点担心。社区提出要打
造文化阵地的思路，把党建和服务散
到网格中去，为了让居民们在15分钟
内享受到衣食住行的基本公共服务，
社区打算把梦泽苑的露天棋牌室利
用起来，每周占用一个下午给周边的
小朋友们开设绘画课，这样小朋友们
就不用全部挤在社区文化中心，能更
自如地安排时间，还能把文化气息带
进院落里。但梦泽苑里住的绝大多数
是老人，下午太阳好时，大家都爱来

这里下象棋、喝茶聊天，如果借给其
他院落的小朋友，涉及公共利益，不
知道大家愿不愿意？

没想到，首先赞同的是74岁的王
天伟，他和妻子都有表达能力障碍，
用手势比划着“说话”。李斌征求意见
时，他就一直专注地看口型，话音刚
落，他的大拇指便比了起来。说起来，
棋牌室的成立最初也是王天伟去社
区提的建议。他找到向万军，比划着：

“我们胡子长了，腿走不动了，能去哪
儿？”社区意识到老年人活动空间小，
需要一个娱乐、交友、谈心的去处，便
有了梦泽苑的棋牌室。院落的棋牌室
有着微弱的“造血”功能，每桌收一块
钱，一部分补贴门卫收入，另一部分
用于公共环境的打造。因此梦泽苑虽
小，院落道路、楼道拐角都干净整洁，
连花草都打理得生机勃勃。

“社区是大家的，有钱出钱，有力
出力，有场地出场地，不讲价钱！”坐
在角落里一直没说话的“总导演”王
大哥终于发言了，一句话掷地有声。
经讨论后，大家都同意了绘画课入小
区的事，定在年后把课开起来。王大
哥很高兴，拉着李斌说他的“社区共
同体”想法：“社区不好管，不在你锅
里舀饭，不在你手上领工资，怎么管？
所以社区每个人都要自觉，互相理
解，大家住在一起才安逸嘛。”

欢声笑语的棋牌室外，梦泽苑周
围的院落灯光亮若繁星……

武侯区玉林街道建设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社区的故事

一种
味道

什么是成都味道？
如果去问年轻潮人，他
多半会建议你带上一双
敏锐的眼睛——去看天
府新区现代化的建筑
群，成都经济提速奔跑
的背后，锃亮的玻璃幕
墙和行色匆匆的年轻人
是夺目风景。如果去问
成都老年人，他们就会
朝着玉林的方向一指
——“带着鼻子去闻嘛，
阳台挂起香肠、院坝头
腊梅开得好，就是资格
成都人的小区。”

一个
片区

“和我在成都的街
头走一走，……一直走
到玉林路的尽头。”赵雷
的一首《成都》，唱热了
小酒馆，唱火了“玉林
路”，让这里成了游客探
访的“胜地”。虽然熟悉
成都的人会纠正，“玉林
路”在现实中是不存在
的，只有玉林南路、玉林
北路，还有、玉林北街、
玉林南街，以及玉林上
横巷、玉林九巷等一系
列以“玉林”命名的街道
小巷。这些大路小道织
成的蜘蛛网一样缜密的
区域，统称为武侯区玉
林街道，也就是成都人
心中最资格最有烟火气
的“玉林”。

一份
答卷

街道建立健全“共建共享”城市
环境管护机制，变政府“独管”为大家
“共管”—— 认养模式

这些年，居民需求与街道工作通
过多种活动无缝对接，一个自治且活
跃的城市发展细胞在不断壮大—— 花开玉林

观/察
共建 共治 共享

社区不好管，不在你锅里舀饭，
不在你手上领工资，怎么管？—— 开坝坝会

昨日，成都武侯区玉林街道，居民刘玉兰在文化广场浇花，她还认养了一片杜鹃花 摄影记者 刘海韵

玉林街道将花卉的日常养护以党建项目的方式开展
认领。图为居民刘玉兰准备去浇自己认领的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