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毛家社区的校外辅导站，这里
有一批“五老志愿者”。他们以长辈的
身体力行以及和风细雨般的话语，对
有学习渴望的学生进行辅导，对迷途
的孩子开展劝解。在他们的自发行动
下，老年人志愿者成为社区创建工作
中一抹亮色。

翻开社区“五老志愿者”的工作笔
记，一条条志愿服务记录记载着老人
们热心公益、服务社会的点点滴滴。

“老人们的年纪基本在70岁左右，
都是自发地参加清理环境、爱绿护绿、
关爱未成年人等各项志愿活动。”毛家
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五老志愿者”
们包括老职工、老教师、老工人、老干

部、老农民，老人家们会利用各自的特
长优势，就地就近，热心社区管理。其
中“五老巡查网吧”的志愿活动老人们
已经坚持了多年。

日前，社区关工委组织“五老志愿
者”们对辖区的各个网吧开展了巡查。

“以前为了赚钱，网吧总通过各种方式
规避相关法规，让未成年人进入网吧，
和执法人员玩起捉迷藏的游戏。”“五老
志愿者”们表示，由于执法部门人手有
限，很容易让网吧业主钻空子，但他们
的空闲时间多，能帮得上的忙肯定责
无旁贷。

记者了解到，在巡查过程中，“五老
志愿者”们重点对网吧入口处是否有

“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的明显标志、
室内有无未成年人上网现象、有无要
求上网者按规定提交有效身份证件、
实名上网等情况进行了详细查看。对
个别未成年人上网现象进行了劝离，
并与网吧负责人进行了倾心交流、耐
心教育。通过义务巡查，大大提高了
网吧经营者们的守法意识，为辖区内
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筑起了一道良好的
屏障。

创城为了市民，创城依靠市民。除
了退而不休、以上率下的老人积极投
身创建，走在社区的大街小巷，还总能
看到戴“红袖章”志愿者的身影。

“我们每周开展一次志愿者活动，
进行日常的信息调查、创建宣传、邻里
互助、环境维护、卫生劝导。”志愿者小

眭告诉记者，通过志愿服务活动，辖区
公共环境得到了改善，居民环境保护
意识也有所提高。截至目前，社区开
展志愿服务活动近20次，参与人数达
200余人。

为了普及创城知识，社区在运用
各种宣传阵地，采取灵活多样形式，
不断营造浓烈的创建气氛。组织居
民小组长为 600多户居民发放了《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应知应会》和《2017
年文明城市测评调查问卷》。在许岗
新村、居委会、九纬路共设立了 3 处
文化墙，在各自然村设置了文明宣传
栏。在街头巷里等人流集中的地方
悬挂宣传标语，社区制作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公益广告、市民文明公
约、善行义举榜共 150块。通过开展
这些宣传活动，社区居民对创全国文
明城市工作的知晓率明显提高，全民
参与文明城市创建的舆论氛围也显
著增强，这也为创建工作顺利开展奠
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另据了解，为提升文明城市创建水
平，毛家社区还对许岗长沟进行了整
治，目前该工程已经完工。在对许岗
长沟进行彻底清淤，对许岗闸进行全
面改造后，社区内水域环境水平得到
了有效提升。此外，毛家社区还在该
河道旁设置了文化小广场，并安置健
身路径，设置了雨栏，居民可在岸边进
行休闲锻炼。

（眭建芳 蒋玉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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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初夏，社区“文明之花”绚丽多姿
编者按：社区是城市的细胞，是文明城市创建的基本单元。自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开展以来，开发区对梳理出来的工作实行清单式、项目化推
进，整个开发区城市面貌、环境卫生有了较大改善。同时，还以提高居民文
明素质、居民生活质量、社区文明程度为中心，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营造
居住放心、邻里温心、环境称心、文娱欢心、服务暖心的和谐社区。

一枚枚红袖章、一个个弯腰劳作的
身影，已然成了高楼社区党员示范岗
的中坚力量。近年来，社区积极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理想信念
建设，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助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有序推进。

走进前进新村，十几名胳膊上套着
红袖章的党员们正在捡拾地上乱扔乱
放的垃圾。尽管天气炎热，脸颊边流
下了汗珠，可他们却未停住手上的动
作。据了解，这是高楼社区党员的一
项特色活动，也是必备活动，不管男女
老少，只要是党员，总得加入义务劳动
的队伍。而这项党员义务劳动，已经
连续开展了9年，这也是该社区党员示
范岗的一个最好例证。

记者注意到，在劳作的党员中，社
区党支部书记丁金平也在其中。他别
着红袖章、手拿拾物钳，手上还套了一
双针织手套，要不是和众人一同抬头
搬运杂物，很难发现他的身影。

“我是一名党员，作为党员就应该
勇于肩负起更重的担子、更多的责任。”
丁金平说：“我觉得，要用工作实际给大
家看，把工作做到前面。我相信在党
员的带头下，社区群众也会潜移默化，
自觉用行动践行文明。”

创建文明城市“大考”在即，为了助
力全市创建工作，高楼社区连月来抢
抓时间节点，党员干部首先以上率下，
对全社区范围内的乱堆乱放、白色污
染进行了清理；对部分水塘进行了平
整填土、绿化，将水沟砌建全部到位。
与此同时，针对社区两户养猪户的拆

除、补偿已经到位。“社会稳定是第一位
的，我们要做到大小矛盾不出村，将矛
盾扼杀在萌芽状态，为百姓创建和谐
环境。”丁金平介绍，前段时间，社区还
特地组织全体党员赴华西、常熟接受
党性教育。

为更好地凝聚党员力量，加强规范
管理。日前，高楼社区党委第一支部
响应市委组织部号召，开展了“五事联
动”主题党日活动。当天上午，该支部
38名党员现场足额缴纳了一次党费，
并在丁金平的带领下，学习了《党章》第
二章、观看了《追寻习近平总书记的初
心·梁家河篇》。

随后，两名党员同志围绕“作为共
产党员的初心”谈了心得体会。下午，
全体党员结合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开
展了道路清扫、清理垃圾等义务劳动。

“文明城市创建鼓声更急，我们要
进一步压实工作目标，尤其是党员干
部要发挥带头作用，引导全社区的良
好创建氛围。”丁金平表示，文明城市创
建应该要把突击整治与长效管理相结
合，因此，下阶段社区将开展企业、居民
大走访，真正解决百姓困难；切实抓好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使之常态
化、制度化，抓住党员关键少数，发挥好
表率作用。（彭秋忠 蒋玉 文/摄）

家住嘉荟新城的居民李大爷现
在有了切身的感受，和以前相比，他
再没有看见机动车在小区里乱停乱
放、树木上挂着被褥晾晒的不文明现
象、闲暇时在小区散步看见的见缝种
菜的现象也杳无踪影……“文明到底
是什么，我说不清。但生活方便了、
环境舒适了，走到哪里都干净清爽，
这就是我感受的文明。”

如今，文明的触角已经深入到嘉
荟新城社区的各个角落。随处可见
的文化墙、整齐划一的道路旗帜、耳
目一新的公益广告、新增的 60 余个
停车位，无不在诉说着创建文明城市
以来，社区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前别人都说咱们这是小农
村，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咱们虽然住
进了新楼房，可卫生环境、居民的素
质却没提高，还和以前在农村里生活
时一样。”李大爷告诉记者，以前走在
小区里，绿化带一角种菜、枝繁叶茂

的树上挂衣服、车辆到处乱停，这可
不像乡下嘛！可现在，不光环境弄好
了，大家的素质也提高了，“就拿最简
单的说，垃圾起码都能做到入箱了。”

近年来，嘉荟新城社区积极参与
文明创建，动员每一位居民争做“文
明使者”，如满天繁星照亮夜空……
目前，社区志愿者服务站的固定志愿
者已有 20 多名，其中不乏自发参加
的社区居民。每到志愿服务日，志愿
者总会对社区文化墙、宣传栏进行清
洗，对社区路面进行清扫。

“只要心中有文明，每个居民都
能为文明‘代言’，因为‘文明火种’能
释放无穷活力，千万可别小瞧居民的
力量。”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居民的
力量相当于“小手”，只要“小手”文明
意识强，那么“大手”自然也不差。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社区大力推
行居民思想道德建设，建设了妇女儿
童之家、家长学校、农家书屋、道德讲

堂等场所，旨在提升居民的精神文明
水平。

“讲文明知礼仪是合格市民的
‘必修课’，让居民参与志愿活动，相
当于给他们充上文明电，对提高家庭
文明和社会文明都大有裨益。”社区
相关负责人如是说。据他介绍，除了
常态化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社区还将再新增十二块文化墙展
示二十四孝内容，为文明城市创建添
砖加瓦。（杜文军 蒋玉 文/摄）

“五一”小长假期间，当大多数人
都在放假的时候，华甸社区却出现了
一群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的身影。
与其他社区的志愿者不同的是，华甸
社区的这批志愿者里却出现了不少
小朋友。当天，志愿者们大手拉小
手，一起开展了捡垃圾志愿服务，通

过告诉小朋友每种不同的垃圾都有
自己合适的家，引导小朋友将生活垃
圾投放到对应的分类垃圾桶中。

当前，华甸社区上下紧随创建文
明城市的热潮，从小事做起，用实际
行动感染、带动身边的人，让辖区内
的“文明之风”越吹越劲。

“开展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以来，
我们已经陆续开展了巾帼志愿者服
务、道德讲堂等活动，旨在通过这些
活动提高居民投身创建工作的积极
性。”据华甸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创
建文明城市需要久久为功，社区将通
过内修素质、外修环境的组合方式，
切实打造文明社区，给百姓营造一个
宜居宜业宜乐的环境。

在美化环境、提升华甸社区颜值
方面，华甸社区率先对 7个自然村以
及辖区内各小区进行了地毯式排查，
旨在大力优化社区环境。其中，社区
志愿者们清理了建筑垃圾、处理了乱
堆乱放杂物、整治了绿化带种菜、修
补了破旧围墙、清洁了牛皮癣以及对
墙面进行刷白，特别是幸福二区及府

前星座隔油池改造，以及多管局的下
水道改造，使小区旧貌换新颜，实现
了美丽蜕变，人民群众满意度进一步
提升。

环境美了，群众心里也美才是真
的美。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
来，华甸社区全区合唱文明城市之
歌，共同努力营造文明城市宣传氛
围。多次组织巾帼志愿者、党员志愿
者、蒲公英志愿者开展创建活动，不
断扩大文明城市创建辐射面；借助家
长学校、道德讲堂平台，动员辖区范
围内男女老少甚至全家一同汲取正
能量，争创文明家庭。与此同时，社
区不忘使用公益宣传墙绘、墙体标语
以及文明倡议书、社区宣传栏、榜样
宣传标牌等等，让文明在华甸社区老
百姓中“见缝插针”。

“华甸社区助力文明城市创建只
有起点、没有终点。我们将一如继往
创新思想，保证华甸社区的颜值与内
涵达到双巅峰。”社区相关负责人如
是说道。

（蒋晓明 蒋玉 文/摄）

当天上午十点，在开发区东方盛
世小区东边停车场附近的一块空地
上，记者看到，数名工人正在砌围墙，
而原先地上的建筑垃圾、生活垃圾也
已被清理干净。

“原来在这片地方，大概有十亩
田的面积堆满了建筑垃圾与生活垃
圾，不仅不好看，还不时散发出阵阵
异味，尤其是到了夏天就更加明显，
这也是周边居民反映一直较为强烈
的环境问题。”永安社区创建办主任
赵佩忠告诉记者，为了彻底解决这个
不断再生的环境问题，开发区管委会
高度重视，迅速部署，责任到人，社区
也积极配合，及时动工，目前已完成
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清运，渣土填平，
围墙打砌等工作。“现在建筑垃圾已
经由社区用车拖运完毕，之后我们又
对社区内的废塘填埋，在周围砌围
墙，砌好以后，就对它进行粉刷，并在
围墙上绘制一些创建文明城市的宣
传标语。”

此外，为做好社区环境工作的长
效管理，推动创城工作不断深化，社
区划出重点片区，实行网格化管理。
针对辖区中背街小巷卫生管理难度

大的问题，社区对照创城标准，细致
排查、全面梳理，着力突破薄弱环节，
确保不留空白、不留死角。社区网格
员会同物业工作人员相继开展了小
区楼道内乱堆乱放、墙面广告的集中
清理工作。社区按照“合理布局、定
位摆放”和“边治理边整改”的原则，
认真做好居民的解释工作，使清理工

作得到了居民的理解与配合，使居住
环境得到改善，小区面貌改观明显。
同时，社区居委会成立巡查队，巡查
队员每天对小区内的乱贴乱画、乱扔
垃圾、摆摊设点、乱搭乱建等现象进
行巡查管理，发现问题及时制止，保
证社区环境的整洁卫生。

（开宣 丽娜 文/摄）

位于开发区路巷社区大吴巷村
的临时农贸市场由于紧靠 122省道，
多年来不仅环境受到污染，同时还影
响交通，存在着不小的安全隐患。对
此，开发区管委会与路巷社区高度重
视，于近日组织人员对此进行了集中
整治，彻底清除了这个“痼疾”，让社
区居民出行更加方便。

当天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十
多名工人正在平整土地，为接下来的
补栽绿化做好基础工作。据介绍，开
发区路巷社区大吴巷村由于毗邻厂
区、人流量大，不少蔬菜经营摊贩便
看中了这里的“商机”，私自在紧靠
122省道的一块村口空地乱搭乱建，
逐渐形成了一个临时农贸市场，不仅

污染环境、影响市容，还存在着不小
的安全隐患。“这边厂区多、不方便，
所以就自发形成了一个市场，除了影
响交通，导致环境卫生变差，还给周
边的村民带来了很多不便。”路巷社
区党总支副书记路毅俊告诉记者，为
了还当地村民一个整洁清爽的生活
与出行环境，在开发区加快步伐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之际，社区也借着这股

“东风”，快马加鞭，用一个星期将大
吴巷村的“痼疾”整治到位。“社区两
委班子紧急动员与部署后，立马组织
了大型的挖机、铲车，冒着大雨，花了
两天时间把临时农贸市场全部清场
了”。

据了解，经过整治，目前该临时
农贸市场已全部拆除，周边的垃圾也
清理完毕，并且做好外来户安置、土
地平整等工作，下一步将进行整体绿
化景观设计。“整治以后舒心多了，希
望可以再弄一个娱乐健身场所，加点
绿化，这样老人、小孩们都有地可
去。”面对整治后焕然一新的良好环
境，周边的村民发自内心地称赞道。

（开宣 丽娜 文/摄）云天花园小区是位于大泊社区
内的一个老式安置小区，多年来，由
于小区内原有绿化带破损严重，楼道
内乱堆乱放现象屡禁不止，穿小区而
过的大泊河既脏又臭，小区居民的生
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对此，开发区
与大泊社区高度重视，结合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把云天花园小区的整治列
为重点工作之一，下大力进行全面整
治，提升老百姓的居住环境，提高老
百姓的获得感。日前，记者对此进行
了采访。

当天，在云天花园小区内，记者
看到数台挖机正在对穿小区而过的
大泊河进行清理。据了解，大泊河是
一条泄洪河道，由于年代久远，河道
内淤积严重，同时还有生活垃圾等污
染环境，使得大泊河既脏又臭，让生
活在周边的小区居民苦不堪言。“特
别是夏天的时候，简直臭气冲天。这
次我们开发区管委会联合市水利局，
总共投资了 638万，先是把整个河清
理干净，然后在两边做生态护坡，打
造好之后我们再往河里引水至正常
水位，做好环境改善。”开发区水利站
副站长王挺宏介绍道。

据了解，目前，大泊河已完成河
道底层水泥护坡浇筑，正进行中、上
层护坡建设，预计 5月底前可以全部
完工。同时，针对原来小区内绿化带
损毁严重，居民开垦绿化带种菜，楼
道等公共通道乱堆乱放现象屡禁不
止等问题，开发区同样高度重视，及
时采取了分解责任、层层落实的方
式，对云天花园内进行彻底整治。“这
次我们大泊社区总共发动 30 多人，
对小区内居民肆意在绿化带上种菜，
在公共通道搭鸡窝或狗窝等行为，先
是进行了思想教育，反复与他们做工
作，随后又使用两辆拖拉机，在一个
星期内将杂物清理干净，总共拖了
200 多车，现在小区内环境明显好
转。”大泊社区主任彭国南满是感慨
地说道。

经过整治，目前云天花园内绿化
带改造基本完成，景观树、草坪等种
植到位，正进行后续修剪等维护；楼
道、公共通道已完成集中清理工作。
等到河道整治及绿化带改造完成后，
开发区还将对云天花园部分区域进
行休闲设置、公共停车位等进行增设
改造，完善小区公共服务设施。而这

样的整治结果自然也受到了小区居
民的一致好评。“以前小区里乱七八
槽的，什么都有，现在经过清理，一眼
望过去敞亮多了，人的心情也好了许
多。”

（开宣 丽娜 文/摄）
俗话说“三岁看老”，一个人从小养

成某种习惯，一般是根深蒂固，一辈子很
难改变。文明素质和文明习惯的养成，
也是如此。

近日，在开发区贺巷社区就开展了
一节特殊的“道德讲堂”教育课，主人公
是来自黄荻小学低年级的50余名学生。

下午2点，在一首充满感情与童趣的
《学习雷锋好榜样》大合唱下，贺巷社区
的又一次道德讲堂活动拉开序幕。在

“学模范”环节，来自黄荻小学的王辉老
师从旁观者的角度向在场的50余名学
生讲述了发生在校园里的道德模范故
事，教育学生们要在生活中做个有心人，
积极向身边的榜样学习。此外，在“发善
心”环节，两位学生代表也从孝道与志愿
服务的角度上台分享了自己的感悟。

“孩子是城市未来的主人，他们的
文明素质，关系到城市文明的传承和延
续。现在，贺巷社区已经成立自己的文

明城市创建志愿者队伍，这次邀请50余
名学生来参加道德讲堂，就是想通过开
展‘小手拉大手，共创文明城’、‘娃娃文
明督导队’、‘争做文明小天使’等形式多
样的活动深入开展，从细微处入手，提升
青少年文明观念。”提及开展此次道德讲
堂的主要目的，贺巷社区党总支书记吴
建新说道。

室内教育结束后，社区工作人员又
带领学生们来到东南新城小区展开志愿
服务。活动开始前，老师从垃圾对人类
的危害、保护环境、不乱扔垃圾等方面向
学生们作了详细的讲解，并讲解了相关
注意事项，分发了捡垃圾的工具。紧接
着，学生们头戴小红帽，三两成对，争先
恐后地捡着垃圾，一双双稚嫩的小手不
断地将垃圾夹拾在垃圾袋中。“我回家后
就得告诉爷爷奶奶，不能随手乱扔垃圾，
要共同爱护公共卫生。”

（聂倩 丽娜 文/摄）

高楼社区：党员成为文明创建“先锋”

嘉荟新城社区：文明创建改变的不仅是环境

毛家社区：“五老志愿者”助力文明创建

华甸社区：创建文明社区打出“组合拳”

大泊社区：文明创建获居民“点赞”

永安社区：网格化管理推进创建工作

路巷社区：重拳出击除“痼疾” 居民出行更方便

贺巷社区：文明创建“从娃娃抓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