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年底，锦江区7个“社区政
务超市”与市民见面。该“超市”依托商
场、菜市、楼宇、物业服务机构等点位，
采取“自助服务+人工代理”等模式。
在“超市”里，市民不仅可以进行社保、
公积金、涉税信息查询，还能办理流动
人口婚育证明、房屋租赁备案等。据统
计，锦江区“社区政务服务超市”首批
能为市民和企业、社会组织等法人单
位提供的服务事项总计204项。

“社区政务超市”的构建，是锦江
区构建更加完善的宜居宜业服务圈，
为市民提供便利服务的一个缩影。在
社区发展治理上，锦江区坚持从需求、
共治共享及筑牢执政基础入手，聚焦
企业和市民需求，整合各类服务资源
圈。强调“要用好政府有形之手、用好
市场无形之手和用好居民自治之手”。
用好政府有形之手，是要做优政务服
务；用好市场无形之手，是要做优社会
服务；而用好居民自治之手，则是为了
做优自我服务，让群众在自我管理、自
我服务和自我监督中更有获得感。

突出共治共享
激发社区发展治理活力

2017年11月7日，一场精心准备的
文艺汇演在蓝谷地天域小区拉开序
幕。舞蹈《东方红》、走秀表演《梦里水
乡》、歌曲《康巴情》、川剧《变脸》等节
目赢得了居民们热烈的掌声，为辖区
居民带去了一个欢歌笑语的夜晚。“以
晚会为契机拉近邻里间距离，让更多
的社会力量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蓝
谷地社区负责人介绍，本次晚会由物
管公司、业委会、老年协会及社区共同
策划举办，通过共享共治力争将小区
打造成宜家、宜居、幸福、和谐的家园。

共治共享、激发活力是社区发展
治理的应有之义。锦江区培育共建平
台，畅通共治渠道，促进社区工作者、
驻区单位、居民群众多元参与社区发
展治理，形成共商社区发展、共治社区
事务、共享发展成果、共建美好家园的
共治共享格局。下一步，共享共治，激
发社区治理活力将是锦江区社区发展
治理的“重头戏”。锦江区今后将在促
进社区工作者主动作为、促进驻区单
位积极融入、促进居民群众广泛参与

等方面下工夫，形成共商社区发展、共
治社区事务、共享发展成果、共建美好
家园的共治共享格局。

另外，锦江区在育才引才、凝心聚
力上发力，将社区工作者纳入人才发展
规划，探索社区“两委”功能结构模型，
加大向优秀社区工作者定向选拔力度。
同时，在政府主导、社会协同上发力，搭
建驻区单位与街道社区结对共建、资源
共享、双向服务平台，激发机关、企业、
智库等驻区单位发挥行业优势，参与社
区规划、产业发展和公共服务，提升社
区发展治理水平。发挥社会组织管理
局、社会组织学院、社会组织发展基金
职能作用，优化购买公共服务机制，培
育引导政府有需要、群众有需求的社
会组织参与社区发展治理。

最后，锦江区积极培育居民社区
共同体意识，建设一批“生活技能微课
堂”“儿童之家”“长者之家”等氛围温
馨的社区公共活动空间。深化机关干
部“双报到”活动，畅通居民诉求表达
渠道，完善民生项目居民评价制度，大
力营造居民群众乐于参与、便于参与
社区发展治理的良好氛围。

筑牢执政基础
勇争社区发展治理先进示范区

“加强党的领导，筑牢党在社区的
执政基础，勇争社区发展治理先进示
范区！”2017年9月26日，锦江区召开社
区发展治理工作推进会，出台社区发

展治理25条，聚力“一个目标”、实施
“七大工程”，全面提升领导城乡社区
发展治理能力，推动成都市社区发展
治理大会精神在锦江精准落地。此次
会议明确提出：要坚持把党的建设贯
穿于社区发展治理全过程，突出党建
引领，加强统筹协调，建强基层组织，
发挥党员作用，不断提升各级党组织
引领社区发展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为此，锦江区围绕区委统筹、街道
赋权、社区减负、组织覆盖四项重点任
务，开展系统治理，整合党政资源，完
善区委社工委职责，强化统筹指导、协
调推进和督促落实，推进社区发展治
理从条块分治向协同联动转变，从传
统管理向现代治理转型；实施赋权赋
能，调整街道行政区划，深化街道管理
体制改革，赋予街道对派驻机构的考
核权、对重大规划调整和重要民生事
项的建议权，引导街道党工委聚焦主
责主业，全力以赴抓党建、抓治理、抓
服务；围绕职能归位，严格落实社区事
务准入制度，将社区党组织的工作重
点转移到加强基层党建和完善社区自
治、共治、法治、德治工作体系上来；实
现有效覆盖，加强商圈楼宇、产业园区
等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深化“五有院
落”、社会组织“红色领航”、非公企业

“党建组团”三大行动，让党的声音和
工作传递到社区的方方面面。

成都商报记者 袁勇
（锦江区委宣传部供图）

锦江区

突出党建引领
建设品质社区
锦江区落实“中优”策略夯实底部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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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由成都市文广新局、青羊区
人民政府主办，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
青羊区文体旅局承办的第九届成都诗
圣文化节——戊戌年“人日游草堂”系
列文化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每年人日（大年初七），凭吊诗圣，
赏梅祈福，是明清时期成都市民新春
的重要文化活动之一。自1992年杜甫
草堂博物馆首倡恢复“人日游草堂”活
动后，至今已成功举办了二十六届。

“人日游草堂”现已成为四川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

门票换新 一派春景

虽然昨天距离人日还有好些天，
但博物馆内已是一派春景。昨天早上8
点，草堂东大门也正式开放。这样，草
堂四门整齐开门迎宾来。杜甫草堂博
物馆的门票也已换成最新版，上面印
的“诗传千古情 花重锦官城”十个字，
已将新春氛围带到各位观众手上。

本届诗圣文化节活动继续围绕
“诗传千古情，花重锦官城”这一主题，
在继承往届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力求有
所突破和创新，打造出独具草堂特色
的新春节日文化盛宴。

在草堂中国书法馆，“我为邻里写
春联”优秀作品展正在热展；深受市民
喜爱的梅花艺术展等活动已经抢先亮
相。记者还注意到，昨天有不少杜甫草
堂博物馆的小小解说员已开始忙碌起
来，为各地观众义务解说，让各位远道

而来的观众陶醉在草堂雅致而不失喜
庆的诗情美景中。

春联迎新 专题展览

春联，是民俗文化最具代表的作
品之一，每当春节将近时，家家户户都
在大门两边贴上崭新的春联，祈福来
年幸福安康。2018年，为了传承中华优
秀文化，弘扬传统节庆节日，营造良好
的节日氛围，由成都市文广新局主办、
成都市文化馆、武侯祠博物馆、杜甫草
堂博物馆承办，成都画院、成都金沙遗
址博物馆、成都永陵博物馆、各区（市）
县文广新局共同协办开展“我为邻里
写春联”文化惠民活动，在全市范围内
征集市民创作以成都、天府文化等为
主题的各类名家诗词歌赋及传统春
联。征集的近千幅作品经过专家评选，
精心装裱后正在草堂中国书法馆热
展，100幅优秀作品凝聚着人们对新春
幸福生活的向往和期盼。这也是成都
市首次举办关于民俗春联主题的专题
展览，展览将持续到3月11日。

成都商报记者天看到，杜甫草堂
博物馆内的“我为邻里写春联”文化惠
民活动，内容纷呈，送福、剪纸、糖画、
年画等小项目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和
参与。

赏梅吟诗 再现胜景

梅花自古以来就是文人雅士友情
的象征，是文人骚客诗歌创作的重要

题材。当年杜甫寓居成都时，不仅在草
堂亲植梅花，还留下了被后人誉为“古
今咏梅第一”名篇——《和裴迪登蜀州
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

2018年春节前，第46届成都杜甫
草堂博物馆红梅艺术展已在昨天华美
亮相。本届梅花展以“寒梅清韵”为主
题，营造出“一树独先天下春”、“千朵
万朵压枝低”的春意盎然景象。此外，
草堂新开的东门也从即日起投入使
用，道路两旁遍种梅花，朱砂、绿萼、宫
粉、玉蝶、洒金……真可谓姹紫嫣红，
春意盎然；直脚梅、照水梅、龙游梅
……可以说千姿百态，婀娜多姿。漫步
其中，市民朋友们可尽情享受诗人笔
下“花重锦官城”的诗意景观。

据悉，狗年新春人日，杜甫草堂博
物馆将邀请著名诗人，中国作家协会
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吉狄马加担当主
祭人。同时，还将举行市民朋友们喜闻
乐见的“草堂唱和”诗歌朗诵会。另外，
在活动期间，博物馆还将举办系列诗
歌朗诵会：诗韵流长——市民诗歌朗
诵会、少儿诗歌朗诵会和诗歌书法服
装的共振——16位四川诗人代表作草
堂分享会，搭建起诗歌文化交流的传
播平台。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市民诗
歌朗诵会，博物馆邀请到四川大学文
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中华诗词学会副
会长、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得主
周啸天担纲评委。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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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2月18日放映安排（主
城区及天府新区每周三、周日放映，二
三圈层区（市）县每周日放映）：

影片名为《大雪冬至》，放映影城包
括太平洋影城（春熙店、王府井店、川师
店、新城市店、金沙店、沙湾店、金色海蓉
店、武侯店、紫荆店、蜀西店、温江店、龙

泉店、新津店、崇州店、彭州店、都江堰
店、邛崃店、简阳德盛店）、万达影城（锦
华店、金牛店、成华店）、峨影1958电影
城、和平电影院、卢米埃影城（龙湖店）、
东方世纪影城、星美学府影城、339电影
城（新时代高塔）、影立方773IMAX影
城、保利国际影城（奥克斯店）、星美国际

影城（戛纳店、双流店、蒲江店）、越界影
城郫县店、中影飞尚国际影城、青白江英
凰影城、九州国际影城、西岭国际影城
等。（注：个别影院因节目原因会存在放
映影片与影讯不符，请以实际放映为准）

了解详细信息请关注官方微信
“文化成都”。

灯映天府
武侯祠成都大庙会温暖试灯

“车马纷纷白昼同，万家灯火暖春风”，随着春节脚步渐进，一年一度的武侯祠成
都大庙会即将在2月13日晚上8点拉开大幕。年，对于每个中国人而言，是个特殊的符
号，指引着家的方向，包含着无数熟悉而温暖的印迹：一桌家人烧制的饭菜，一张大
门前贴着的福字，还有那盏永远为你点亮的灯。2月11日晚，“2018武侯祠成都大庙
会”温暖试灯，用万家灯火点亮蓉城夜空。

成都商报记者昨晚在试灯现场看到，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园区内
的美食区正在进行最后的布置。同时，整个园区到处可见安全标示和通道路线提
示，服务很是贴心。

一桌饭
一张福
一盏灯

经过工人们连续一个多月
的紧张施工，“2018武侯祠成都大
庙会”的所有灯组，在2月11日晚
进行了最后调试。武侯祠文物
区、锦里、西区的上空，被各色灯
笼点缀，春节的喜庆氛围扑面而
来。狗年生肖主题灯组惟妙惟
肖，三国主题灯组在传承三国文
化的同时继续推陈出新，首次将

四川汉代画像砖上的场景复刻
出来，营造出近两千年前天府之
国的繁华图景。

西区湖区，50×50米的巨型
灯组群布满整个湖面。工人们搭
建出了一个高大的汉代宫城，刘
备和诸葛亮高坐城楼之上，言笑
晏晏，把酒言欢，俯瞰蜀地安乐
繁华。诸葛亮曾在《隆中对》中说

过：“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
之土……”，至此“天府”成了成
都平原的代名词。四川地区出土
的汉代画像砖上有大量宴乐、百
戏、春耕、骑射等表现汉代生活
图景的画面，这些元素，被大庙
会以灯组的方式加以展现，一幅
汉代锦绣天府图卷在“2018武侯
祠成都大庙会”上精致展开。

精致彩灯 再现汉代锦绣天府

今年的武侯祠成都大庙会
专门以三国人物诸葛亮和关羽
为蓝本，设计了可爱的“小喜神”
和“武财神”形象。在武侯祠大街
上，远远就能看到羽扇纶巾的

“小喜神”立于西区大门口，而进
门处10米高的武财神手拿金元

宝，显得格外喜庆吉祥。在文物
区和西区之间的中门，“小喜神”
和“武财神”更是成组出现，为观
众展示过年的习俗，写对联、贴
福字、提灯笼、放爆竹……可爱
的样子萌翻众人。

大庙会中轴线上，130米长

的“三国群英会”灯组以古代
卷轴的诗意形态徐徐展开，张
飞、马超、赵云等三国英豪化
身“萌萌哒”卡通形象向众人
拜年，空中数十把“油纸伞”撑
开，似繁花满天，在夜空中显
得浪漫而温馨。

纳福迎祥 小喜神武财神贺岁

万盏明灯 点亮温暖中国年

诗传千古情 花重锦官城
第九届成都诗圣文化节昨天开幕

公益电影影讯

开展“我为邻里写春联”文化惠民活动，在
全市范围内征集市民创作以成都、天府文化等
为主题的各类名家诗词歌赋及传统春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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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日，杜甫草堂博物馆将邀请
著名诗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
记处书记吉狄马加担当主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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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桂路街道牛沙路社区开设“生活技能微课堂”，弘扬传统文化

有光明的地方，就有人类文明。
万年前，人类用自然之火御寒、照明；
三千年前，人类用简单灯具承载火
烛，书写文明史。在中国，灯笼不仅是
用以照明，它往往也是一种象征。

“2018武侯祠成都大庙会”上
万盏氛围彩灯亮起，温暖灯光照亮
每个角落，大红纱灯、翠绿绢灯、明
黄羊皮灯、绯色孔明灯……串联起
对于年的温暖印象，映照出每个人
幸福的笑颜。“过春节必逛大庙
会”，“2018武侯祠成都大庙会”备
好春节“团圆饭”：三国灯组、百戏
演出、文化展览、特色美食、非遗集
市……各项精彩内容，将再次唤醒
你关于年的记忆。

“动物造型”灯组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摄影记者 王红强

“三国群英会”灯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