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李冉）1998 年建成
的嘉园二里社区地处南三环、南四环之
间，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基础设施齐
备，可居民的诉求量却居高不下，很大
一部分原因源于物业的缺失。都说老
旧小区管理难，没有物业的失管楼管理
更是难上加难。如何让失管楼不再失
管？让居民的盼望成为现实？让老旧
小区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嘉园二里
社区通过把脉问诊、小事自管、大事共
管等法子，让马家堡街道的老旧小区

“改”出居民幸福感。
区委、街道工委与社区党委三级合

力 把脉问诊开良方
由于嘉园二里小区的原产权单位

超过了十年合约期未与物业公司进行
续签，自此以后，这两栋楼的居民就生
活在无物业管理的老楼里，居民日益增
长的生活需求与不堪重负问题重重的
老楼之间，矛盾就像理不清的毛线，越
缠越紧，越滚越大。

为破解失管楼的管理难题，区委、
街道工委与社区党委三级合力，把脉问
诊逐步理顺街道、社区、物业、居民四者
之间的关系，厘清权责，坚持问题导向
和需求导向，激发社区活力实现互相嵌
入互相联系，物业矛盾、居民矛盾有所
缓解。在探索参与式治理过程中采用

先共识后共建、先自治后整治的良方，
促进人人参与、改变人人的工作方法，
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集中民智，推进治
理成果人人共享。

社区启动“我嘉门前从我做起——
轻整治计划”，在吹哨拆除公共裸地违
建后，社区把议事厅“搬”到空地，通过
楼下会议、先后建起了“睦邻园、党群
园、艾月园、群议园”等裸地花园，利用

“社区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社区
与街道综合执法队、职能科室、诉求中
心、辖区物业企业和单位密切协同，按
照“一件多派、主办牵动、执法保障”的
方式，快速响应群众诉求。

在区、街指导下探索失管楼“楼委
会”自治模式，搭建政府、社区与居民之
间的对话平台，建立社区居民议事厅，
推进物业管理及议事协商工作，形成

“我爱我嘉”治理共同体。区委与街道
工委以居民需求为导向积极为社区整
治立项提供支持，为轻整治计划拨以资
金 500万解决失管楼顶防水和内外环路
步行路面铺设诉求，为打造社区治理新
格局奠定坚实的基础。

对群众反映的基础设施、环境、安
全建设等诉求，由社区精准吹哨，多方
联动区房管、住建、应急、规划、人防等
部门，解决路面塌陷、房顶 2300 平方米

防水铺设修整、违建拆除等问题。街道
先后投入 170 余万完成 1800 平方米的
中心花坛改造、620 米的围墙整修完毕
及垃圾分类硬件配套提升。

小事自管 走上失管小区居民自治
的路子

家住嘉园二里 39 号楼一单元的姜
爷爷今年 79岁了，即将耄耋之年的他却
像年轻人一样低头“玩儿”起了手机。
原来是姜爷爷给自己所住的单元门的
住户建起了微信群，群里的内容除了邻
里守望，还有如何共同维护单元门的小
环境。说起建立微信群的初衷，姜爷爷
十分感慨：“今年 4 月底，因为疫情的原
因我只好在家楼下遛遛弯儿，小区里环
境不好，没转两圈我就回来了，一进单
元门，看着楼道里满墙面的小广告和坏
了的声控灯，我更闹心了。”因此，姜爷
爷下决心不等不靠物业，自己着手开始
整治居住的环境。

众人拾柴火焰高。姜爷爷把自己
的想法和邻居一说，得到了大家伙儿的
一致认同。为了方便沟通，就这样微信
群建立起来了，大家在群里提出了自己
的看法。先要把楼道粉刷一遍，可是，
刷过的墙又被盖上了小广告可怎么办
呢？于是大家商量着，再装个门禁系
统。但钱从哪儿来呢？粉刷墙面加上

安装门禁系统，算下来一家需要掏将近
800 元钱。姜爷爷心里有点打鼓，担心
要交这么多钱，会有邻居不答应。

没想到的是，刚刚在群里说完，大
家马上赞成响应，没有一家提出反对意
见，钱款很快就收齐了。不到一个月，
39号楼一单元的楼道焕然一新，干干净
净的墙面，亮堂堂的照明，没有堆物的
楼道，还有安装了门禁的单元门。

环境整洁了，谁也不愿意去破坏
它。于是，一单元的居民自发编写了居
民公约，规范自身的行为，形成共识。如
大扫除制度，物业缺位，居民就自己动
手。六层的居民从六楼扫到五楼，五层
的居民从五楼扫到四楼，以此类推，一层
的居民负责清扫至单元门门口。这一系
列的做法，引来了旁边单元门居民的羡
慕，有的也开始纷纷效仿，搞起了民意调
查，同样走上失管小区居民自治的路子。

回想起嘉园二里社区初建成的时
候，姜爷爷的脸上有藏不住的骄傲与幸
福：“过去，嘉园二里可是第一代北京市
花园小区的先进典型，现在我们的日子
越过越好了，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嘉园
二里小区能恢复到过去宜居绿色的样
子。”现在，嘉园二里的居民离这个愿望
越来越近了，骄傲和幸福的神情又重新
洋溢在姜爷爷的脸上。

把脉问诊、小事自管、大事共管

马家堡街道老旧小区“改”出居民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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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黄的谷子地，绿油油的青纱帐，
长满睡莲的荷花池，弯弯曲曲的林荫步
道，叽叽喳喳的麻雀、喜鹊，一台一台各
种型号的拖拉机、收割机，一畦一畦的
菜地，丰台区王佐镇西王佐大队科普农
业文化体验园初具规模，预计国庆前夕
开门迎客。

走进科普农业文化体验园，两边是
泛黄的谷子地，金黄的谷穗低下了头，成
群的麻雀在这里觅食。迎面的土山上错
落有致地放置着3台拖拉机，山坡上红
色的大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阳
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土山旁边是一人

多高的青纱帐，风儿吹过，火红的高粱穗
左右摇摆。园内步道两旁是一搂多粗的
大杨树和倒栽柳，沿着步道摆放着一台
台各种型号各个年代的拖拉机、收割机。

据了解，科普农业文化体验园位于
西王佐村的牤牛河畔，占地500亩，其
中，150亩用来种谷物和高粱，其他区域，
分别为市民一分地体验区、河畔休闲区、
农业机械发展区等。园子里还展示着各
种老式拖拉机、播种机和农具，是开展亲
子农耕教育，市民群众了解体验农时、农
耕、农作物的科普农业文化园和休闲打
卡的胜地。 赵智和/文 原梓峰/摄

卢沟桥乡第二届文化体育节开启
百余职工群众精彩甩杆赛垂钓

本报讯（通讯员 史莉）无雪季节
也能过把冰雪运动的瘾？9 月 15 日，
由区体育局主办的 2020 年度“冰雪大
篷车”系列冬季冰雪项目体验活动走
进南苑街道，吸引了辖区 12 个社区的
冰雪爱好者、居民学生等体验“打卡”，
让参与者在家门口轻松活跃的氛围
中，“零距离”学习冰雪运动知识技巧，
感受冰雪运动的乐趣与魅力。

活动中，参加活动的居民在体育
指导员的讲解和指导下，着实过了一
把冰雪运动的瘾。高科技的融入让体
验者身临其境，通过虚拟现实技术的
应用，参与者戴上 VR 眼镜，就可感受
滑雪运动的乐趣。在紧张比赛之余，
冰雪器材设备展和冰雪知识问答给大

家普及了冬奥运动的相关知识。
“随着北京冬奥会距离我们的脚

步越来越近，内心更加期待，我们街坊
四邻也都非常希望多参加类似活动，
掌握冰雪运动常识，当好东道主，为北
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现场正在参
加冰雪体验活动的张女士感慨道。

据了解，南苑街道依托社区文化
体育站、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站、社区
体育场地等，着力打造具有区域特色
的精品群众体育项目，在辖区不仅扎
实推进冰雪运动的普及，促进全民健
身活动开展，丰富居民文体生活，还激
发了广大居民群众参与冰雪运动的热
情和积极性，鼓励大家以实际行动助
力、服务 2022年冬奥会。

本报讯（通讯员 于文华）为使辖
区计生特别扶助人员早日走出小家
庭、回归社会大家庭，近日，新村街道
分别组织了以艺术插花、养生保健、时
令水果冷拼和 DIY 手绘帆布包为主要
内容的“心灵家园”系列活动，提升他
们动手能力以及创新能力。

为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街
道严格按照相关要求采取有效措施，
戴口罩、控人流，降低疫情传播可能，
保证心灵家园各项活动顺利开展。

新村街道历来重视对计生特殊家
庭的帮扶工作，街道领导定期走访慰问
计生特殊家庭，关怀他们的现状，听取他
们的心声。社区建立精准帮扶台账，记
录每个扶助人员的基本情况，主动帮助
困难人员申请救助。志愿者通过结对
子、共同参加各类活动等方式，排解他们
焦虑情绪，鼓励他们积极乐观地面对生
活、克服困难。疫情期间，辖区内 10多
名特别扶助人员主动申请参加社区防控
工作，成为社区一道靓丽的风景。

本报讯（通讯员 李海成）为了改
善辖区卫生环境，提升居民的环保意
识和参与垃圾分类的热情，9 月 12 日
上午，长辛店街道利用周末开展爱国
卫生大扫除和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对
辖区的公共卫生区域和垃圾分类桶站
进行了清理。

朱西社区组织开展“清洁家园健康
生活 共创卫生城区”周末大扫除活动，
对各小区垃圾桶站进行清洁和消杀。社
区干部、党员、志愿者及物业工作人员分
成三组，对辖区垃圾分类桶站进行擦拭、
清洁、消毒和冲洗。清洁后的垃圾桶站
焕然一新，引得附近居民纷纷点赞。

东山坡社区组织开展“除四害消
杀”活动。社区干部组织动员辖区在
职党员、志愿者对小区的绿化带、卫生
死角、垃圾桶站周边等蚊蝇滋生地进

行了清扫消毒。此次活动改善了辖区
居民的居住环境，提高了居民们的环
保和卫生意识。

长馨园社区组织社区党员、志愿
者、在职党员及社区干部开展爱国卫生
周末清洁日活动。大家对辖区宣传栏、
垃圾桶站等公共区域进行了全面消杀
清洁。清洁日活动的持续开展，改善了
辖区卫生，提升了居民爱卫行动的参与
率，创造了更加清洁舒适的社区环境。

街道其他各社区也积极组织开展
卫生扫除活动，对辖区内公共区域进
行清扫消毒，提升辖区的卫生环境。

通过持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街
道辖区内的卫生环境得到了提升改
善，辖区居民的环保意识有了提升，为
街道创建卫生城区、落实垃圾分类新
规营造了良好氛围。

本报讯 锻炼身体、排练节目、书画笔会……秋
高气爽，金色九月，长辛店镇的百姓们拥有了一个新
的活动场地，大家在这个建筑面积 2000平方米的地
方忙得不亦乐乎。这里就是于 2019年 10月建成，今
年9月9日正式运营开放的“一校一所两中心”。

“一校一所两中心”是长辛店镇集镇级党校、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党群服务中心、综合文化中心为一
体的红色阵地，以党建为统领，以便民、利民、服务于
民为理念，以文化活动为载体、以服务党员群众为主
线，最大限度地为辖区村企单位、党员群众提供便
捷、高效的综合式服务中心，设有图书馆、红色直播
间、支部活动室、职工减压室等共 10余个功能厅室，
并配备多媒体影像设备及现代化办公设施，可满足
全镇党员群众对党建、政治、文化等多方面需求。

中心还作为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开展学习、宣传活
动，持续深入移风易俗，引导基层群众崇德向善，深
入挖掘长辛店镇及各村历史文化、红色文化等特色

文化资源，讲好长辛店镇故事，并以文化惠民不“打
烊”为主题，开展了“爱的印记-蜜蜡口红制作”、

“我们的图书馆”主题读绘、文化骨干业务交流培训
等一系列惠民活动，满足全镇广大党员群众对公共
文化服务的需求。

栽得梧桐树，自有凤凰来。中心一成立就吸引
了镇域内很多社团到此活动，小镇好声音合唱团成
员马淑敏表示：“以前我们活动场地都不太理想，而
且也不固定。现在镇里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环
境，供我们活动、排练，心里特别高兴，以后我们一定
好好练习，发挥余热，用更好的歌声歌唱新生活。”

目前受疫情影响，中心采取延时、错峰开放，预
约登记的服务方式，开放时间为：每周二至周五早9：
00至 19：00，周六、周日不休息。下一步长辛店镇将
把中心建设好、管理好、使用好，不断提升全镇广大
党员群众的归属感、获得感和幸福感，切实把中心打
造成为彰显红色气质、凝聚信仰力量、凸显文化功
能、引领干事创业的长辛店镇党建工作品牌名片。

长辛店镇新增“红色打卡地”

本报讯（通讯员 赵晨娟 记者 徐伟）近日，宛
平城地区党群服务中心正式建成并试运行开放。
走进服务中心，古色古香的建筑风格与现代科技的
完美融合让人眼前一亮，触控一体机、油电水墨屏、
VR、投影、魔屏等形式多样的多媒体设备让人仿佛
身临其境。

“整个一层有 530 平方米，通过对声、光、电的
运用，并借助形式多样的多媒体设备，把其打造成
了一个具有科技感的主题展览区。”宛平城地区办
事处工作人员杜怡介绍，首次展览为《宛平城地区
发展纪实专题展》，紧扣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这一重要主题，通过“艰
苦卓绝·丰碑永存”“建设改革·敢为人先”“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三个篇章”生动展现了宛平城地区人
民从全民族抗战到新中国建立、从改革开放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等不同时期所作出的巨
大贡献。

除此之外，展区中的“红歌吧”更是把唱吧与红
歌相结合，内含 100 多首红歌，来此的游客可以免
费进入一展歌喉，体验红色经典。

在宛平党群服务中心，既有“时代楷模”郑福来

等榜样人物讲述抗战历史，又有居住在宛平城几十
年的老街坊老邻居讲述自己身边的故事。前来参
观的游客表示：“无论是党员，还是群众，大家都能
在这里接受党性教育，又能了解宛平历史，还能参
与到丰富的红色文化活动中，真的受益匪浅。”

“宛平城地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建成可以让更多
的党员和群众体验红色文化，接受红色教育，了解宛
平历史，这些全新的载体能够与红色文化相结合，传
播更快、更广、更具立体感，引人入胜，能够为观展人
员提供更加形象生动的感官体验。”杜怡说道。

据悉，宛平城地区党工委将打造党员群众的温
馨家园作为目标，将宛平城、卢沟桥、永定河等元素
融入党群服务中心整体设计，在戏楼原有的舞台和
化妆间基础上，加设 LED 显示屏和直播间，实现演
出、观影、直播等新功能。将二层约 310 平方米的
观戏区域改造为集宣讲、手工体验、文化作品展示、
论坛沙龙等多用途的活动中心，通过对整体空间的
合理布局与改造，在不同的功能空间加入多媒体设
备和党建元素、文化活动元素等，用全新载体见证
百姓历史，让红色地标绽放新光彩，让古桥与古城
承载新记忆。

宛平城地区党群服务中心正式建成
全新载体见证红色历史

“上半场计时一个小时，所有选手做好准备。比
赛，开始！”9月11日，来自卢沟桥乡27个单位，共计
108名垂钓爱好者齐聚鱼塘，随着一声令下，齐齐下
杆开钓。这是卢沟桥乡第三届钓鱼比赛，同时也是
卢沟桥乡第二届文化体育节系列活动的首场活动。
此后，还有多场体育赛事、文化演出活动陆续举办。

本次比赛分上下两场，共计2小时，每位选手
通过抽签确定钓位。赛场上，裁判一声令下，百杆
齐发，参赛选手们凝神静气各显身手。挂饵、抛杆
动作娴熟，起杆、收杆尽显从容。随着不时传来鲤
鱼上钩的欢呼声，竞赛氛围也变得愈发浓烈。

经过一番技巧与实力的比拼，最终以钓到鱼计
重的总重量进行排名，团体与个人总成绩前八名的
选手和队伍荣获奖项。

垂钓运动不仅能够陶冶情操，还可以磨炼心
性。卢沟桥乡结合全民健身运动相继举办了三届
钓鱼比赛，坚持将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并通过多样性的体育赛事、文艺演出和多元化的文
体活动为职工群众搭建绿色健康的竞赛、展示、交
流、学习平台，进一步展示职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
貌，营造健康向上群众文化氛围。 蔡晖 文并摄

本报讯（通讯员 蒋瑶）近日，和义街道
久敬庄社区久敬佳园小区垃圾分类成效显
著，居民参与热情高涨，党建引领四方联动
机制推进垃圾分类的新格局已逐步形成。
据悉，久敬庄社区党委不断加强组织协调和
指导能力，把社区党建“轴心”作用发挥出
来，明确物业主体责任，广泛发动各方力量
共治共享共参与，掀起了人人参与垃圾分类
的新热潮。

久敬庄社区发挥联动监督机制，小区物
业单位北京市嘉合久源物业管理公司积极
履行垃圾分类主体责任，成立物业垃圾分类
工作组，在街道垃圾分类专班的系统培训和
实地指导下，不断加强《条例》学习，化身成
为小区内移动垃圾分类宣传员、指导员和监
督员。不仅如此，嘉合久源物业管理公司还
积极设计改进垃圾桶站，增加雨棚、手环和
破袋“神器”等，干净便捷，助力居民垃圾分
类的习惯养成。

久敬庄社区充分发挥社区党建协调委
员会作用，积极联动辖区单位、物业企业、底
商等参与到属地垃圾分类、国家卫生区创建
等重点工作中来，组织辖区单位、底商开展
垃圾分类培训，督促企业规范垃圾桶站建
设，履行垃圾分类主体责任。街道综合行政
执法队每日对辖区单位开展垃圾分类情况
进行不定时检查和业务指导。久敬庄社区
窑窝村 3 处传统垃圾房也升级改造成为固
定桶站。

家住久敬佳园小区的孙梦轩，是和义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一名工作人员。作为在职
团员，她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也积极加
入到久敬庄社区青年志愿服务队伍中来。

“夏天桶站边脏乱差的环境容易滋生蚊虫、
苍蝇，影响居民生活环境。我也希望通过自

己守桶人的角色，对前来投放垃圾的居民进行引导和监
督，影响周边居民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为创建干净、
绿色的社区环境出一份力。”孙梦轩说。据悉，久敬庄社区
广泛发动辖区在职党员、团员、居民加入垃圾分类志愿队
伍中，义务做家门口的“守桶人”，并鼓励志愿骨干带动家
庭成员、亲朋好友、邻里从源头做起共同参与生活垃圾分
类,争做模范个人和示范家庭。

另外，久敬庄社区通过居民协商议事会，把自觉开展
生活垃圾分类纳入到社区居民公约中，社区工作人员联合
物业挨户签订垃圾分类承诺书；持续做好“‘和’我‘义’起
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延伸宣传多线触角，开拓多
角度宣传覆盖范围，依托在职党员社区报到、新时代文明
实践日、周末大扫除等，给居民们带来更多有趣味、有新
意、有深意、有影响力的垃圾分类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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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王佐科普农业文化体验园预计国庆开园迎客

南苑街道居民家门口体验冰雪乐趣

新村街道多举措关怀计生特别扶助人员

长辛店街道持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本报讯 9 月 15 日 22 时 30 分，随
着回迁房地块最后一户的签约，花乡
榆树庄村腾退回迁房地块签约工作
全部完成。榆树庄村城市化建设进
入了一个划时代的新时期，全体村民
百姓期盼已久的幸福美好生活迎来
了新的篇章。

回迁房地块签约工作的全部完成
是坚决贯彻和执行上级党委、政府工
作部署要求，确保重点工程落地建设
的结果；是在村党委统一领导下，团结
一致、坚定信心、同心协力推进榆树庄
村地区城市化建设工作的结果；是全
体村民积极响应国家与北京市城市化
建 设 方 针 政 策 、支 持 村 域 发 展 的 结
果。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要胜利成

果，是圆全体榆树庄村民回家梦的重
要一环。

棚改后的榆树庄村，将彻底改变
原有居住密度大、环境散乱、房屋老旧
的村域面貌，建设成集幼儿园、超市、
医院、文化健身等设施为一体，满足村
民百姓一站式生活体验需求的品质宜
居综合社区新城，让全村百姓能真正
感受到棚户区改造带来的美好改变，
让全体百姓安居乐业共享和谐生活、
干事创业充满无限动力。

未来，融文化、科技、信息化、数字
化于一体的花乡榆树庄现代新城即将
地标性地出现在北京丰台花乡，这里
将成为更加优美宜居、充满创新活力、
产业兴旺发达的幸福之地。 花乡供稿

花乡榆树庄村腾退回迁房地块签约工作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