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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2020 MLB First Pitch棒球公益课”首堂课在无锡市峰影小学操场开课。30多位小球员
在棒球外教的指导下，一丝不苟地学习传球、挥棒、跑垒等每一个动作细节和要领。尽管孩子们早已汗流
浃背，但学习棒球的热情却丝毫不减，球场上洋溢着青春活力与无限朝气。 陆佳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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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协民社区人口普查工
作利用宣传栏、横幅、LED 显示
屏、发放宣传资料、微信群公众号
推送等形式，采取“线上”“线下”
入户的方式，将实地走访、电话采
集、自主登记有机结合，全方位、
多渠道宣传。 丁红

10月11日，荣巷社区第七党支
部举办“庆七十、祝八十、贺九十生
日派对”联欢活动，党员们在活动
中讲初心、唱红歌、送祝福，陪伴老
党员度过一次集体生日。

陈堂清

10月 12日，栖云社区、度假区
环卫所志愿者开展垃圾分类志愿宣
传活动，通过设置宣传展板、发放宣
传手册、志愿者讲解等方式向辖区
居民宣传垃圾分类知识，当天共发
放宣传手册300余本。 顾凤娟

日前，花汇苑社区老年活动
中心内热闹非凡，老年室内趣味
游戏会在此上演，“一圈到底”“坐
式足球”“迷你保龄球”等小游戏
让大家乐在其中，赛场中不时传
来阵阵笑声和欢呼声。

杨丹

百合、玫瑰、康乃馨等鲜花有
序摆放在桌子上，室内弥漫着花
的芳香。日前，美湖社区组织辖
区 20余名残疾人开展插花技能培
训，当大家捧着自己亲手制作的
花束时，个个脸上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 贡燕华、张莉、张虹

拿起湿毛巾，捂住口鼻，猫
着 身子，有序地分楼梯小跑下
楼……近日，雪浪仙河苑幼儿园
组织开展消防应急疏散演练，旨
在提高师生的紧急应变能力和自
我保护能力。 顾宏英

社区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治理
的基本单元，也是服务居民的最前
沿。近年来，河埒街道协民社区通过
党建引领，以增强党组织凝聚力为落
脚点，以发扬党群战斗力为着力点，
以提升居民向心力为目标，走出一条
独具特色的基层治理之路，老旧社区
呈现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办好服务阵地 增强凝聚力

“先放一层蛋胚，再沿边挤一
层奶油，再放一层……”日前，在协
民社区杨胡刘巷“巷心驿站”传来
一阵阵笑声，共建联盟单位无锡大
饭店组织志愿者在教居民手工制
作蛋糕。

今年以来，协民社区的 18家共
建单位联合为居民搭起“连心桥”，
共建志愿者轮流到“巷心驿站”服
务居民，让居民们在形式多样的活

动中更接地气地感受家门口的便
利。协民社区党委书记吴晓枫介
绍，“巷心驿站”不仅成为社区党员
群众学习教育的基地，还是社区居
民团聚、搞活动的基地，使党群服务
中心真正成为党员之家、群众之家。

走进协民社区的党群服务中
心，便民服务窗口、文体活动室、幸
福餐厅、巷心驿站、图书馆等功能
室应有尽有。“以前社区党员学习，
开会都挤在一个会议室，每次开展
主题党日活动都要提前好几天预
约。”社区老党员黄月芬表示，现在
有了“巷心驿站”，不仅扩充我们内
心所需，而且还提升生活幸福感。

创新协商模式 提高战斗力

每到春秋天，杨胡刘巷柳絮和落
叶纷飞，一直困扰着村巷的居民，村巷
边的杨柳柳絮和梧桐叶子满地飘飞。

在居民组长的号召下，大家坐在一起，
商定决议请共建单位广电分公司为居
民修剪整排树木枝叶，社区和共建单
位共同解决“行路难”问题。

协民社区党委搭建邻里协商
平台机制，广泛征求党员群众意
见，多次专题研究谋划，最终集聚
起社区大党委单位、两代表一委
员、居民代表等 7类邻里自治队伍，
打造协民社区“巷心驿站”协商议
事活动，采取民事民议、民事民商、
民事民决的原则。解决许多多年
想解决而未解决的事，办成了多年
想办而不能办成的事。群商群策
完成杨胡刘巷民主协商、集中表决
的方式，商定改造提升过程中的一
些合理化建议，如活动室名称、活
动室管理制度、修订村规民约、环
境提升建议、村巷达人挖掘等，让
居民可以有事好商量，让老村巷

“发新芽”。
“社区党委牵头搭建议事协商

平台，制定协商机制，为的就是让
群众在社区治理中唱主角。”协民
社区党委副书记余洁介绍，截至目
前，协民社区还有 3个片区会议室
正在翻新，只要居民有诉求，将每
月召开有事好商量议事会，以点概
面为居民解决大小民生事。

唤醒乡愁记忆 彰显向心力

在协民社区，杨胡刘巷独具特
色传统的老房子里也留下居民太
多的记忆。近年来，社区原居民不
断搬离，年轻人外出务工、孩子们
离家求学，杨胡刘巷里的人间烟火
气减少了许多。“留住乡愁里的故
事，让社区成为居民的心灵港湾。”
余洁介绍，社区党委以“文化故土、
留住乡愁”为切入点，将党建创新

项目与民情民需相融合，将“光阴
里的故事”“说家风故事、集老旧物
品”民俗收藏排成照片在“巷心驿
站”展出，呈现出特色。每一个前
来参观的社区居民都会在一件件
老物件上驻足良久，欣然而归。

筹集老物件时，前来“献宝”的
老党员说：“我家虽然已搬走，但我
的魂还在杨胡刘巷，我把家里的老
物件留在这，这里永远都是我的
家。”走进“光阴的故事”，老党员们
会给大家不停地诉说着杨胡刘巷
的历史变迁和成长故事。

举目已是千山绿，宜趁东风扬
帆起。如今，走进今天的杨胡刘
巷，能够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
住乡愁。有事有人商、有事有人
办、有事好商量的社区治理新风已
蔚然成风，开拓出一片广阔的治理
新天地。 （杨唯佳）

有事多商量 老村巷焕“新颜”
协民议事协商平台议出社区治理“新面貌”

本报讯 近日，景丽苑小区
居民发现一件高兴事，楼道的墙
面正在重新粉刷。

据悉，建造于 2003年的景丽
苑小区，至今已有十七个年头，小
区房子日益老旧，居民楼道内的
墙壁上常有随处可见油墨喷写
的“野广告”，以及乱张贴的小广
告。夏家边社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解决楼道内的环境卫生问
题，给居民营造干净整洁的居住

环境，社区采取楼道粉刷改造举
措，目前已进入施工阶段，2个施
工队正在按工程制定的计划有
序推进，预计将在一个月内完
工。

“刷一刷效果肯定好的，楼道
里比老早亮堂许多。”“楼道的墙
面就是小区的脸面，墙面清爽好
看了，我们也开心。”对于这次粉
刷工作，小区居民纷纷翘起大拇
指。 （包亚男）

夏家边社区 “17岁”老小区迎改造

本报讯“阿姨，把菜收进去
卖，你这么放东西别人都不好走
路了。”10月 13日，在马山街道乐
山市场，一名城管队员正在规范
临街摊位的经营秩序。

连日来，马山城管中队“靓丽
行动”针对辖区乐山市场实施常
态化的整治措施。“早间和晚间两
个时段，市场人特别多，有些商贩
为图方便，把商品都放在店外人
行过道上卖。”负责该片区的城管
队员小尹介绍，针对这一情况，城
管队员们逐户上门走访市场及周
边区域的门店商铺，督促商户履

行市容环卫责任。同时，该中队
每天还布置专人专岗，及时解决
市容问题。

“靓丽行动”期间，该中队围
绕乐山市场出动管理人员近 200
人次，整改流动摊担和店外（占
道）经营问题共 150余起。城管
队员的认真管理和耐心宣传也带
动一批市场经营者主动加入到维
护市容环境的工作中，有店主表
示，把门口的环境打理好，也方便
自己做生意，担点责任担点活儿
也是应该的。

（陈渔）

马山城管 150余起市容问题被“灭点”

本报讯 日前，大浮社区党
员志愿者在南洋漆塘宿舍门前，
暖心为 300余名贵州籍返校新生
提供搬运服务。

无锡南洋职业技术学院属于
省属民办大专院校，20年来，与
属地大浮社区守望相助。今年，
学校采取分批开学模式，社区安
排轮值志愿者，准时到位协助完
成疫情防控的测温、锡康码扫
描、搬运行李等服务。同时，社
区与南洋学院达成党建共建项
目，连续数年为学院困难学生提

供实践助学岗位、开展送温暖活
动，缓解学生生活压力，增强实
践能力。

“学校为社区发展提供生机
活力，社区是学校属地实践的重
要 载 体 ，期 待 更 深 入 合 作 发
展 。”大 浮 社 区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会继续坚持睦邻互助，在节
假日保障疫情防控的基础上，
为南洋贵州学子提供更多实践
岗位，努力实现阵地共管、资源共
享、人才共育。

（李梦雪）

大浮社区 300余名外地新生受关怀

本报讯 昨从区城管局获悉，我
区老新村高大树木修剪工作已于近
日启动，共涉及42个老新村，计划修
剪4000余棵。

日前，家住震泽一村的高先生
向城管部门反映，小区的树木长得
太高，把家门口的阳光全部遮挡住
了，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好几年，希望
能尽快帮忙恢复阳光权。接到反映
后，区城管局迅速协调，将此处列入

近期修剪计划。
10月 14日，滨湖城管绿化处工

作人员来到震泽一村，对这里的香
樟、雪松等高大树木进行修剪。施
工现场，高空修剪车将绿化工人送
至 10余米的高空，用油锯对树木进
行精细化修剪，一些干枯枝和下垂
枝被剪去，确保树形美观的同时，大
大降低高大树木对采光的影响。

“居民有修剪树木要求的，可以

与当地社区联系，并提供需要修剪
树木的具体位置和数量。”滨湖城管
相关负责人介绍，将由社区统一汇
总后报至城管部门，该部门会根据全
区各个社区上报的点位数量统筹安
排树木修剪工作计划。目前，全区共
有两个作业单位每天轮班进驻老新
村实施高大树木修剪，预计修剪工作
将持续至明年一月底。

（秦峥）

“修枝透光”为树木“瘦身”
滨湖区老旧小区高大树木修剪启动

本报讯 无证无照却敢开卤菜
店？这样胆大的行为岂能容忍？近
日, 度假区取缔一家从事制作销售
卤菜的“黑作坊”，居民们拍手叫好。

当天，度假区接到群众举报，称
乐山新村辖区内有一处破房子里有
加工卤菜作坊，卫生条件差，存在食
品安全隐患。接到举报后，两部门
联合赶赴现场检查，恰巧该作坊一
名工作人员正准备把卤好的蹄髈、
咸水鸡搬到三轮车上运到附近的市
场上销售。执法人员进屋后发现，
该作坊位于一家破旧出租屋内，由
三个房间打通，最外面房间摆放着

3个冰柜，存满烧制卤菜用的鸡鸭
等禽肉原料，中间房间放着简易的
卤煮锅，旁边的窗户已破损且没有
玻璃，窗外堆着大量建筑垃圾，屋内
墙角随意堆放着装有卤水和鸡鸭的
塑料桶、塑料筐。

面对执法人员询问，该作坊老
板声称自己在乐山市场有家门店，店
里证照齐全，但问到该卤菜加工作坊
有无证照时却无法提供。经查验，该
作坊在出租房内从事卤菜加工，然后
对外销售。当事人无法提供《食品加
工小作坊许可证》等相关证件，涉嫌
无证无照从事卤制品制作和销售。

整个加工场所无三防设施，周边卫生
环境差。执法人员立即对其传达小
作坊生产条件和相关要求，责令当事
人立即停产整改，并当场开具执法文
书，要求在限定的时间内整改到位。

“食品安全小作坊的监管，成为
当前食品安全监管的重点和难点。”
度假区食安办科长秦岭介绍，小作
坊基本都是给人留下“脏、乱、差”的
印象，也不断成为“食品安全”的重
灾区、“假冒伪劣”的代名词。下阶
段，将持续抓好小作坊食品安全综
合治理，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乔德花 李燕冰）

无证无照小作坊，坚决取缔

本报讯 近日，隐秀苑社区实
施惠民工程，计划为居民免费更
换154扇防盗门。

“这是 2002年盖的小区，当
初每个单元都有防盗门，但是后
来陆陆续续坏了，导致楼道里到
处都是小广告，谁都可以进出居
民楼。 ”据悉，隐秀苑小区自入
住以来已有十八年，经过这些年
的风雨，防盗门均出现不同程度
的破损问题，锈迹斑斑，破旧不
堪，给居民带来安全隐患。

“小区防盗门在小区住宅中
必不可少，是维护居民安全的首
道保障。”隐秀苑社区相关负责人
介绍，免费更换防盗门这项惠民
工程将持续 4个月，新防盗门是
采用电磁刷卡和钥匙插入两种开
门方式，电磁刷卡可方便住户日
常解锁防盗门，钥匙插入解锁以
备小区停电使用。目前，更换防
盗门工程正式开始启动，先将破
旧的防盗门换掉，后续会到每家
每户更换对讲系统。 （周娴）

隐秀苑社区 154扇“常开门”将升级

本报讯 不到 10分钟，扰民马
蜂窝就被“一网打尽”。10月 13日，
大箕山家园居民俞阿姨看着蜂巢被

“剿灭”后干净的墙角，忍不住向网
格员和消防员竖起大拇指。

当天，俞阿姨向社区网格员反
映自家有马蜂窝，严重影响正常生
活，希望社区帮忙解决。社区网格
员在了解情况时发现，这个马蜂窝
位于家中阳台上，导致住户不敢前

往阳台晾晒衣物。
随即，他立即与消防队取得联

系，请求专业消防队员前来处理。
现场，网格员在第一时间疏散围
观群众，一名消防员带着准备好
的杀虫剂和塑料袋小心地接近蜂
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整个
蜂巢成功摘下，并装入袋中。同
时，消防员还对剩余残留的蜂巢
进行清理，向蜂窝位置喷洒杀虫

剂，防止马蜂在原址筑巢再次扰
民。

与此同时，社区网格员还不忘提
醒大家，每年的4-10月是马蜂筑巢比
较集中的时间段，马蜂在不被打扰的情
况下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如果发现
马蜂窝，大家一定不能自行处置，可及
时与社区或者消防部门联系，以免发生
不必要的伤害。

（殷敏 俞敏芳）

马蜂“乱舞”扰民，“一网打尽”

本 报 讯 “ 奶 奶 ，秋 天 到
了，要多补补啊。”连日来，富安社
区以“敬老月”为契机开展敬老服
务活动，向辖区 200位 75岁以上
老人免费送牛奶等食品。

前期，富安社区结合老人花
名册，通过张贴通知和电话联系，
认真核实老人有关情况，努力做到
不漏发，认真把这项福利发放给每
一位符合要求的老年人。“党的政
策真好，我们真是赶上好时候。”拿
着“沉甸甸”的这份“福利”，今年刚
满75周岁的周月琴感慨万千。据

悉，今年以来，该社区共完成 2户
困难家庭适老化改造工作，开展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工
作，体检人数1100余人。

社区每年投入这么多人力、
财力来敬老，值不值？“当然值！
居民的幸福感提升了，社区会更
加和谐。”富安社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社区住的大多是安置拆迁
户，要尽最大努力反哺大家，把更
多的服务资源和服务力量向他们
倾斜，让尊老敬老爱老孝老在富
安蔚然成风。 （王莘）

富安社区 75岁以上老人享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