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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是老小区，我们的服
务却是‘新潮’的。”重华社区居
委会主任孙艳霞笑言。

重 华 社 区 办 事 大 厅 的 墙
上，“长”着一颗茂盛的心愿树，
树上挂满五颜六色的便利贴，
中间还标着二维码。

“居民把需求和愿望写在
上面，或者通过微信群和我们

联系；收到信息后，
工作人员会第一时

间为居民提
供 帮 助 ，实

现居民的‘微心愿’。”孙艳霞
说。

胜北社区服务中心设在一
座新建的大楼里，足足 700 平
方米的空间，便民服务大厅、电
子阅览室、图书管理室、文化活
动室、青少年活动中心等一应
俱全。

记者穿过宽敞明亮的便民
服务中心大厅，来到了休闲区，
只见几位老年居民一边看着电
视一边聊天，工作人员热情地
为他们服务，送上香甜的饼干
和新鲜出炉的蛋挞。

“我在大厅办理灵活就业
证明手续时，得到了工作人员
的热情接待，对有关政策也进
行了耐心讲解，非常感谢！”居
民：王晓英。“我家的下水道发
生堵塞，社区工作人员在休息
日赶来为我解决处理，真诚地
向帮助我的工作人员表示感
谢。”居民：李保民。……登峰
小区居民管理站的《意见簿》
上，居民们密密麻麻写满了赞
扬和感谢的话语。

管理站的工作人员不多，
但工作起立又细心又贴心，他

们定期对居民的基本情况进行
普查登记，确保社区困难居民

“老有所养、残有所助、孤有所
靠、病有所医、难有所帮”。

退 休 职 工 邵 桃 清 腿 脚 不
便，每次到管理站服务大厅办
事，都由工作人员搀扶着；每次
报销完医药费，都是工作人员
把钱送到家。邵师傅特别感
动，专门做了一块“鱼水情深”
的金匾送到管理站，还亲手刻
上六个火红的大字：“群众的贴
心人”。

“社区作为城市的基本单
元，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
濮阳市市长赵瑞东说，要切实
改善社区办公服务设施和居民
的生活居住环境，多为社区居
民办实事、办好事。

濮阳市各居委会采取“向
上争取一点、财政支持一点、部
门援助一点、社区自筹一点”的
办法，积极筹措资金，不断加强
社区建设。目前，濮阳市共投
资 1.5亿元用于社区建设，全市
80个社区居委会都有了办公服
务用房，硬件设施有了历史性
改变。

幸 福 像 一 样
——濮阳市文明社区创建走笔

本报记者 王映 本报通讯员 崔莹

濮阳人喜欢这样介绍自

己的地名：“濮”字，由“水”、

“人”、“业”、“美”四部分组成，

这代表了濮阳是个水美、人

美、事业美的地方。近年来，

濮阳人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中，把社区建设作为重要内

容，采取多种有力措施，提升

社区建设水平，让市民享受到

家门口的美满和幸福。

“我们的社区是花园，花园
里花朵真鲜艳……”走进濮阳
市的大小社区，记者不禁“篡
改”了幼时爱唱的一首歌曲，来
表达欣喜的心情——

看呵，濮阳的社区环境优
美了！

同样的社区，告别了“脏乱
差”，道路两旁的大树迎风摇
曳，楼间一座座花坛整齐有序，
花坛内种植了大片的草坪，五
颜六色的小花儿点缀其间……

看呵，濮阳的社区生活甜
美了！

同样的社区，少了吐槽抱
怨，多了欢声笑语，建起了活动
室，增设了健身器材，亮起了文
明标语，广场舞、戏迷会、书法
班，各种文体活动融入居民生
活……

看呵，濮阳的社区邻里和
美了！

同样的社区，比以往更加
和谐，增添了许多尽心尽力的
爱心志愿者，他们化解纠纷，维
护秩序，开展便民服务，使那些

“一墙之隔不往来，擦肩而过不
说话”的社区居民变成了熟悉

的朋友……
近年来，濮阳市围绕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的总体目标，坚
持把创建文明社区作为加强
城市管理、改善民计民生、促
进社会和谐的重要载体，高规
格、高标准加强社区硬件设施
建 设 ，不 断 完 善 社 区 服 务 功
能。

如今，濮阳市的各个社区
正以崭新的姿态散发着诱人的
魅力。社区环境变化巨大，居
民素质明显提高，社区居民的
幸福像花儿一样绽放。

文明创建并不完全依赖于宏大叙
事，而更多显现在润物无声之中。

9 月 11 日，华龙区高中的 46 名教
师志愿者到江汉社区九天城小区入户
宣传文明创建；

10月 29日，兴化社区的志愿者在
人民路开展文明交通引导活动；

11 月 2 日，王乃亮、周振霞等 6 位
志愿者、心理咨询师，分别走进濮阳市
油田第九社区为生病卧床的老职工进
行心理安抚……

在濮阳，志愿者无处不在，一幕幕
温情画面在身边不断上演。

每一个社区，都可以见到志愿者
忙碌的身影，也不时会有需要帮助的
居民前来咨询。记者看到，在居民问
题咨询记录本里，登记着大大小小的
困难事；在志愿者登记表上，也公布着
志愿者的工作时间、联系电话、服务内
容，一目了然，方便群众。

“志愿服务是美好的道德实践，是
建设‘文明河南’、‘文明濮阳’和建设

‘道德城市’最直接、最生动的体现。”
濮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郭岩松表
示。

安康社区党员志愿服务队的成员
大多是退休党员干部，他们组织搭建
了“邻里互动、社区联动”活动平台，开
展关爱空巢老人、关爱留守儿童、关爱
残疾人、义务为老年人理发、义务维修

等各类志愿服务，并结成帮扶对子，开
展“一对一”、“多对一”帮扶，两年来，
共开展志愿服务 60多次，帮扶各类人
群 200多人次。

“人虽然退休了，但为人民服务的
职责永远不能退休。”队长赵允华说，

“我们在志愿服务中帮助别人，快乐自
己，实现了自身价值！”

重 华 社 区 拥 有 5 支 志 愿 者 服 务
队，“青年服务队”负责调解邻里纠纷，
帮助空巢老人；“吕彪医疗志愿者服务
队”对辖区居民健康档案登记造册，提
供医疗救治、保健指导；“关爱妇幼志
愿者服务队”维护妇女权益、慰问留守
儿童；“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开展思想
教育活动，传播正能量；“老年志愿者
服务队”充分发挥老年人余热，维持社
区良好环境秩序。

经过多年发展，濮阳市已形成了
20多万人的志愿者队伍，涌现了一大
批在全省乃至全国位于先进行列的志
愿服务团队与个人：盟城社区志愿服
务站被评为“全国社区学雷锋志愿服
务联络工作示范站”，杨再华社区文明
巡防志愿服务队、登峰社区志愿服务
站成为“全省志愿服务品牌”，宋丽萍
当选“全国首批十佳优秀共产党员志
愿者”……

他们是一股文明创建的洪流，浩
浩荡荡，无可阻挡！

核心提示

携手同行共建社区

濮阳对文明生活的向往从
未停歇。

“国家卫生城”、“国家园林
城”、“国际花园城市”、“中国优
秀旅游城”、“中国历史文化名
城”……濮阳相继戴上了 10 多
项国家级桂冠，唯独缺少“全国
文明城市”这枚含金量最足的
奖牌。

“要以志在必得的决心、敢
于亮剑的气魄、心无旁骛的执
着、百折不挠的毅力，全力以赴
做好创建工作，用成功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的成果来回报全市
人民，圆全市人民的梦想！”濮
阳市委书记段喜中说。

几年来，濮阳坚持以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为抓手，不断提
升城市管理水平，提升群众的
物质文化生活质量，提升全民
的文化素质，按照测评体系抓
好各项基础工作，与全国文明
城市渐行渐近。

社区是城市的基石，只有
社区文明程度提高了，文明城
市才有牢固的基础。

濮阳市在建市之初，各单
位家属院数量少、分布广。随
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家属院的
住户不再完全是单位职工，产
权发生变化，逐渐形成了“无主
管单位、无人管理、无治安防范
措施”的“三无小区”。此外，一
些房地产开发商未能完成对所
开发小区的全面建设，小区围
墙、大门、停车位等“硬件”不
全，物业公司频繁更换，直至无
物业接手，同样成为“三无小
区”。

“每个小区少则几十户，多
则几百户、上千户，小区的事情
并不‘小’。”濮阳市委、市政府
把解决小区服务、管理不到位
的问题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
投入资金对 108个“三无”小区
展开全面治理，一个个旧貌换

了新颜。今年，濮阳市又按照
“谁开发谁负责”、“谁主管谁负
责”的原则，对有主管单位的小
区，由主管单位负责，对主管单
位已经不存在或者责任单位无
法明确的 54个小区，由所在办
事处负责，一次性投入资金，完
善基本设施，配备保洁、门卫等
管理人员，落实治安防范措施。

“社区的墙壁会说话，一石
一木也能育人。”最令胜北社区
居民引以为荣的，就是他们精
心打造的社区环境。

走 进 胜 北 社 区 的 荣 域 小
区，道路右侧是贴满 36幅画面
的宣传墙，每隔十余米还会出
现一个宣传牌，上面是“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的
标语。小区四处设置了音响，
或藏于石后，或立于树旁，滚动
播放文明公约、家庭美德等文
明城市创建知识，把文明的气
息洒遍整个小区。

真情服务温暖社区

先进文化塑造社区

外面寒风嗖嗖，活动室里却其乐
融融。在瑞景社区活动中心，不时传
出音乐声和欢笑声，一群“老票友”正
聚在一起排演节目。

“以前，我们要么约在家里唱，要
么窝在地下室唱，实在没地方了，只能
到街边喊几嗓子。现在成立了戏曲协
会，还有了活动室，太得劲了！”京剧

“票友”李太军话音刚落，就又唱了起
来。

“社区戏曲协会的会员已有 60 多
人，经常为社区居民义务演出，不仅给
大家带来了欢乐，也拉近了邻里之间
的距离。”会长白英说。

瑞景社区的活动中心设有棋牌
室、书画室、健身房、活动室，整整两层
楼都是供居民活动娱乐的场所。社区
文化广场旁的几间“爱心木屋”让人眼
前一亮，科普室、图书室、电子阅览室、
青少年活动室等精彩纷呈，对社区居
民免费开放。

白英告诉记者，社区在年初就谋
划好了全年的文化建设，文艺演出、电
影放映、书法交流、教育讲座、心理咨
询等活动接连不断。

夕阳西下，瑞景社区的文化广场
也到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伴随着
动感的乐曲，年轻人跳起了广场舞，年
长的则聚在一起，绕着广场散步，一群
孩子围在他们身边，跑来跑去，追逐游
戏，好一幅温馨动人的画面。

“社区靠群众，群众靠发动，发动
靠活动。”据濮阳市委副书记申延平介
绍，濮阳市在创建文明社区过程中，坚
持用先进文化占领社区阵地，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着眼，积极塑造优雅、
和谐的文明氛围。

为了凝聚更多居民参与到社区建
设中来，许多小区像瑞景社区一样，采
取社区搭台、居民唱戏的办法，积极创
新载体，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可谓载
歌载舞育风尚。

志愿服务点亮社区

花 儿

本版摄影

王建中 郑蒲华 僧少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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