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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羊区太升南路街道鼓楼南街社
区共有“两新”组织863家。近年来，鼓
楼南街社区党委根据辖区实际，创新
开展“楼宇党建组团”模式，通过开展

“三大行动”，种好党员“心愿树”，建好
五项制度，推进三个融合，有效调动了

“两新”组织党员积极性，实现“两新”
党组织、党员与辖区居民的互动融合，
增强了“两新”组织活力。

实现抗美援朝老革命战士“同聚
梦”、让6旬老人圆梦三亚、赠心智障碍
人士定位环、助贫困小孩上课外兴趣
班……青羊区鼓楼南街社区于2015年
2月种下一棵神奇的“心愿树”，社区居
民只要将心愿贴在上面，就有可能实

现梦想。
据了解，“心愿树”是青羊区鼓楼

南街社区“微心愿+萤火虫服务”的党
员志愿服务新模式的重要部分。鼓楼
南街社区通过在辖区院落设置“心愿
树”，收集居民“微心愿”，解决居民实
际需求。居民如有服务需求，可向院
落门卫处领取“青苹果梦想卡”，将自
己的愿望及姓名、联系方式的信息写
在卡片上，粘贴于“心愿树”。社区工
作人员定期回收“青苹果梦想卡”，对
居民服务需求进行梳理，并调查评估
其可行性，最后形成分级管理的居民

“微心愿”。
自该社区“心愿树”种下以来，共

收集到居民“青苹果梦想卡”59 张，其
中民生诉求 52 个，梳理成“微心愿”项
目 35 个。社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社区党委以制度为保障、以党员管理
为抓手，推进指导员与“两新”组织共
融，实现党建互联；推进“两新”组织党
建共融，实现党建互补；推进党员与企
业员工共融，实现党建互动。

如今，在鼓楼南街社区，通过“心
愿树”圆梦的故事已经发生了很多。
社区负责人告诉记者，创新的服务模
式不仅整合了辖区党建资源，也让社
区工作更有方向、目的。“这样，社区工
作才更接地气，才能真正为群众办实
事办好事。” （张静 报道）

青羊区西御河街道西华门社区党
委大胆探索“网格化管理、心连心服
务”模式，大力推行“1+4”（建立 1个党
群服务中心，实施服务便民、文化育
民、和谐安民、法治惠民4大工程）党建
工作机制，着力以党建凝聚人心、以服
务促进和谐、以治理筑牢基础。

西华门社区党委下设 5 个院落党
支部、4 个“两新”组织党支部，社区共
有工作人员10名。随着硬件设施的不
断完善，西华门社区打造了一个集党
务政务、公共服务和便民服务于一体
的综合服务阵地。社区便民服务中
心、法治大讲堂、“刘琪调解工作室”、
心灵梦工厂、联合党支部……在西华

门社区，所有设置清晰分明，并且各自
发挥着作用。63 岁的邓兴琼老人介
绍，社区院落网格人员入户征求大家
意见时，她提出了想找一个跳舞的地
方。“想不到，社区在他们办公楼上为
我们装修了舞蹈室，还专门组织成立
了社区老年人舞蹈队。”

10名社区工作人员如何服务好辖
区人员？只有在工作方式上创新。社
区书记胡绍琳告诉记者，社区创新推
进以信息化为支撑的网格化管理，以
420户居民为基本工作单元，把社区划
分为 7 个网格。 把 7 名社区工作人员
整合到网格中，要求他们发挥政策宣
传员、矛盾调解员、环境监督员、义务

帮扶员、社区服务员等“八大员”作用，
全天候零距离服务群众。

“我们坚持党建工作引领‘服务型
社区’建设，着力打造‘党建社建一面
旗、综合服务一站式、生活便利一条龙、
公益惠民一家亲、爱心换购一卡通’的
幸福和谐社区。”社区书记胡绍琳说，社
区以党群中心为支撑，与相邻商场菜
市、便利超市、服务点位、社会组织建立
合作关系，基本实现老人日间照料、基
层政务办理、法律咨询服务、小孩课后
入托、社区学习教育、才艺技能培训、休
闲娱乐健身、物业服务管理、各种充值
缴费“九个不出社区”，提升了辖区居民
的幸福指数。 （张静 报道）

基层党组织如何进行社会管理创
新？如何在社区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
用？商业街社区党委充分发挥好政治引
领和服务凝聚功能，利用辖区资源优势，
结合实际创新开展“双报到”“区域化党
建”等工作，以社区党建促进多元共治，
丰富居民文化生活，营造了以“雅集少城
里，智汇商业街”为主题的和谐社区。

75 岁高龄的李奶奶，依然有颗年
轻的心，她4月份报名参加了商业街社
区开展的“晚晴如歌· 社区老年大
学”。李奶奶告诉记者，在社区老年大
学，从来没有摸过电子琴的学员能够
弹出优美的曲子，舞蹈班的翩翩舞姿

让人忘记年龄，摄影班的学员用相机
记录下生活中的美好瞬间……“在这
里我认识了许多朋友，大家一起聊天，
一起学习，社区老年大学让我们学到
了知识，也收获了欢乐。”

据了解，商业街社区创新开展“晚
晴如歌· 社区老年大学”“爱的家园· 网
格志愿服务”“悠游儿童市集· 社区青少
年社会实践活动”“金色阳光· 少城街道
失独家庭社会融入”等品牌项目。商业
街社区还陆续引进了成都市常青树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成都福泰年养老服务
等社会组织，同时在社区内开展老年服
务、关爱服务等助老项目。

作为基层党组织的商业街社区党
委，着眼于域内居民现实需求，运用

“互联网+党建”思维，积极探索“线上
线下沟通、网内网外服务”的“互联网+
双报到”工作模式，创新搭建区域服务
供需对接平台，有效增强了区域化党
建工作实效。通过网格员、小组长现
场走访，微信群、QQ 群交流讨论等形
式，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利用互联网的
传播、集聚优势，宣传志愿服务理念，
征集活动主题，带动群众组织、自治组
织和社会组织开展服务，建立了以党
员、志愿者、社工、居民等为主体的多
元服务队伍体系。 （何梦里 报道）

抓实社区党建 促进多元共治
——记成都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少城街道商业街社区党委

成都市少城小学是成都市示范窗
口学校，由有着 78 年历史的小南街小
学和锦城小学组建而成。学校位于成
都市西胜街 1 号，占地 10 余亩，拥有
10242平方米的现代化多功能教学楼、
标准塑胶环形运动场。学校有52名教
职员工，学生 895人，先后有 54人次被
评为学科带头人、市区优秀骨干教师，
本科学历达100%。

近年来，少城小学党支部坚持把
党建工作和教学工作相融合，“以写字
教育，促进健全人格的培养”作为特色
发展项目，不断丰富“品质教育”内涵。

秉承“认真读书，端正写字，堂正

做人”的校训，少城小学结合书法特色
和传统文化，让学生在一生记忆力最
好、心灵最清澈的时候，将书法这一传
统文化的种子撒播在学生的心里，让
学生汲取中华文化的精华而终身获
益。在传统文化所提供的参照下，让
学生在学习书写中国汉字的同时培养
良好的习惯和优秀的品质，从“学写
字”到“学做人”。通过扎实的训练，培
养出一批有良好写字习惯和书法基础
的学生。

少城小学党支部以课堂为主阵
地，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动力，在大班
教学的环境下深度使用各种手段去交

互和沟通，努力让每个学生找到存在
感、安全感和成就感，用新技术支持和
满足孩子个性化学习的需求。注重让
学生“感受过程，习得规律，发展智
慧”，重视引导学生主动地、富有个性
地学习，并最终达到“在乐学中启智，
在成功中开慧”的教育理念。2013年9
月，该校启动“智慧课堂”项目；2014年
6月，《有效借助新技术，探索新型互动
关系下的课堂效益的实践研究》课题
正式立项。经过多年发展，少城小学
30 多人次的党员教师获得了国家级、
市级和区级的奖励，在基层树立了良
好的党员形象。 （马周 报道）

传承文化之脉 铸就未来之翼
——记成都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成都市少城小学党支部

“5.12”“4.20”抗震救灾、义务鉴宝
活动、《生活与收藏》专题栏目中，我们
总能看到一群人的身影，他们是全国
收藏界建立的第一个基层党组织——
四川省收藏家协会党总支。九年来，
四川省收藏家协会党总支狠抓组织建
设，完善工作制度，健全组织生活，充
分发挥了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共产党员
的模范先锋作用，坚持开展丰富多彩
的为民志愿服务活动，受到社会好评。

在大灾大难面前四川省收藏家协
会党总支总是在第一时间站了出来。

“5.12”“4.20”抗震救灾中，党总支第一
时间号召党员和志愿者，深入到都江
堰、绵竹和芦山等灾区第一线慰问灾

民，开展义卖募捐，缴纳特殊党费、组
织送仙桥古玩城商家集体悼念活动。

“我之前家里有一样祖传的宝贝，
不知道该找谁来鉴定，在一筹莫展的
时候参与了街道举办的一次收藏知识
和鉴宝公益讲座。”送仙桥附近的居民
说，能学到专业的而且还是免费的收
藏方面的知识，真是雪中送炭。

“为了贴近群众，我们开展了很多
义务鉴宝活动，主动为民服务。先后
在成都、德阳、乐山、雅安、广汉等地开
展义务鉴宝活动和收藏知识讲座。”四
川省收藏家协会相关负责人杨锡光
说，除此之外，协会坚持在文殊坊和琴
台路等公众场所定期举办为民义务鉴

宝活动。
“老党员、原成都龙抄手总经理、

党总支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姚长林由
于脑溢血引起半身不遂，仍常年拄着
拐杖坚持为民鉴宝，还经常向党组织
汇报思想，2015年春节他旧病复发，临
终前的最后遗言是吩咐爱人‘帮我交
上最后一个月的党费’。”杨锡光说，由
于老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协会影
响了一批人，鼓励了一批人，带动了一
批新人的成长。

在每项活动中，党总支都认真做
到工作有部署、有计划、有动员，活动
有内容、有形式，深受广大人民群众
欢迎。 （陈静 报道）

青羊团区委党支部以服务青少
年、思想引领为宗旨，着力强化服务意
识，突出抓好服务型基层党组织建设，
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按照“把青年骨干培养为党员，把
党员培养成干部”的要求，青羊团区委
优化党员队伍结构，强化党员党性意
识，使党员真正做到先锋模范。充分
运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成功经
验，强化正风肃纪，加强廉政教育，增
强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青少年敬
廉崇廉意识，严格依法依规办事、努力
营造风清气正的工作环境。在抓好青
羊思想政治建设方面，强化对优秀青

羊骨干人才的人文关怀和成长引领，
确保党务工作在引导青年、服务青年、
凝聚青年的工作中发挥作用，直接服
务于团委中心工作。以“增强党性、提
高素质”为重点，将志愿者服务、创新
创业、青少年权利维护等工作与学习
型、服务型、创新型“三型”党组织的创
建工作有机结合。

为充分彰显党支部和党员在各项
工作中的作用，青羊团区委以活动促
活力，以活动聚合力，尤其是坚持开展
好传统的党建活动，并在实践中不断
提质与创新，如党员示范岗、创新创业
学院、青年 C55 创业苗圃等党建活
动。在推进志愿服务常态化、长效化

方面，不断完善各成员单位的合作联
动制度，加强全区 74 个社区志愿服务
工作站建设，健全区、街道、社区和团
队高效的互通机制。同时，不断拓宽
志愿服务领域，依托天府志愿惠阵地，
积极开展一系列志愿服务活动，大力
彰显志愿服务精神。全年开展“微爱
在行动”“献给妈妈的爱”等志愿服务
活动共 12 次，覆盖服务人数 8000 人。
青羊团区委创新开展各项契合青少年
的活动，例如：青少年法制嘉年华、

“6.26 禁毒日”宣传活动、模拟法庭、创
意法治剧场、志愿者暑期培训等，累计
服务青少年及社区家长1800余人。

（张静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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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服务模式 更好为民服务
——记成都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太升路街道鼓楼南街社区党委

普及收藏知识 为民义务鉴宝
——记成都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四川省收藏家协会党总支

党建社建一面旗 打造服务型社区
——记成都市先进基层党组织西御河街道西华门社区党委

党建引领团建 凝聚发展动力
——记成都市先进基层党组织青羊团区委党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