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无锡

发布厅

2021 年 1 月 1 日

星期五

05

编辑 邵旭根
组版 吴 婷

传吴地古韵 扬时代新声
—— 新 时代文明实践在胡埭

近年来，
胡埭在发展经济社会的同时，
积极推进党建精
神文明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融入到胡埭镇建设
的方方面面，
有力地促进了规划建设、城乡管理、生态治理，
民生福祉不断加强。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开展和熏
陶，
将精神文明深植于基层群众生活。
开放一年多来，胡埭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成了当地知
名网红打卡点。实践所秉承开放、互联、融合的理念，着眼
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文化人、成风化俗，打通宣传群众、
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成为群众身
边的文明实践家园。

文明实践所成网红打卡点
胡埭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占地面积约 6.3 亩，建筑面积约
600 平方米，
搭建了理论宣讲、
教
育服务、文化服务、法律服务、健
康体育、
科技科普六大服务平台，
借助镇政府相关条线充实志愿服
务力量，
司法所、
镇医院定期指派
工作人员坐班，为居民群众答疑

解难，司法所更是为法律服务平
台配备了法律服务机器人“小
法”
，
学雷锋志愿者服务站、道德
讲堂等功能区开放使用；
协调镇
党校、文体服务中心、党建指导
站、政法综治中心四个实践基地
实现有资源整合，
切实提高当地
公共服务资源综合使用效益。

幸福列车驶进
“花彩田园”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这
一平台，胡埭镇创新策划“九龙
湾花彩小镇—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富安新河—状元古道”这
一“花彩田园”新时代文明实践
特色体验路线，持续开展吴歌

传唱、长城邮品活字印刷、立宝
手作麦饼、桃王争霸、探寻状元
古迹等一系列新时代文明实践
活动，为乡村振兴注入时代力
量，不断提高全镇百姓的幸福
指数。

乡村宣讲团接地气又
“上头”
为了让党的创新理论及时
与基层党员干部群众“零距离”
接触，使之入耳入脑入心，胡埭
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倾力打造
了 一 支“ 吴 韵 新 声 ”乡 村 宣 讲
团。宣讲团自成立以来，以“六
传六习”
为基本内容深入开展理
论政策宣讲志愿服务，
年均组织
活动 148 场次，切实发挥了“强
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
的作用。浓厚的宣讲氛围催生

出了胡埭的
“星火”
宣讲团，
主要
由外请专家宣讲队伍、百姓宣讲
队伍（大学生村官、各村社区党
务负责人）、红玫瑰巾帼志愿讲
师队（企事业单位的优秀女性代
表）等三支队伍组成，通过理论
宣讲，政策宣传，把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
理论、政策等送到基层百姓身
边，如星星之火般燃遍胡埭的每
个角落。

49 支志愿服务队人人是
“雷锋”
据了解，实践所还同步建设
了新时代文明广场和学雷锋志
愿服务站，组建了 49 支志愿服
务队。胡埭镇相关负责人介
绍，胡埭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学
雷锋志愿服务站成立时间不
长 ，但“ 年 少 有 为 ”，目 前 已 获
得市级荣誉
“学雷锋志愿服务标
准化示范站”
。服务站自成立以

来开展了“抗击疫情，
‘ 志愿红’
在一线”
“‘投喂’防疫一线，暖
心更暖胃”
“ 爱心‘义剪’，情暖
‘ 疫 ’线 ”“ 走 状 元 古 道 ，创 优
美环境”
“红玫瑰志愿团队关
爱银发群体”
“ 扇画清风·护苗
成长”
“ 文明城市‘小微执法’”
“文明守
‘胡’
，时
‘埭’
脉搏”
等志
愿活动。

鸿翔村
全国文明村鸿翔村通过打造
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充分利用现
有文化健身阵地及成立“红雁”志
愿队伍等方式推进新时代文明实
践渗透到社区各个领域，
让新时代
文明新风浸润在社区每个角落。
在打造开放式、服务性、日常
化的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上，
整合
（村）党群活动中心、农家书屋、妇
女儿童之家等活动阵地，
让文明实
践更接地气、更聚人气。每月定期

邀请村民参加党员远程教育集中
学习，
每周定期开展核心价值观宣
传教育，
精心设计村民群众喜闻乐
见的道德讲堂活动，弘扬真善美，
传递正能量。
在利用现有文化健身阵地开
展群众性文化活动上，定期开展
文化活动，让群众在喜闻乐见的
活动中获得精神滋养。同时实践
活动还紧紧围绕文化生活、人居
改善、健康服务等需求，广泛开展

花汇苑社区
“血压测量在这边，您先静坐
一会儿，测量会更准确……”在花
汇苑社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
每月一次的爱心义诊活动又开始
了，
叔叔阿姨们自觉排起了队。
自花汇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成立以来，
爱心义诊便成了每
月的
“固定节目”
。据了解，
花汇苑
社区是胡埭镇最早的拆迁安置小
区，老龄人口较多，超过了户籍人
口的 30%。社区负责人说：
“ 居民
生活水平提高了，
文明程度也要同

◆党员志愿者有了
“行动力”
在社区居民朱金华的家中，
客
厅里整齐地摆放着一面国旗、一面
党旗、一叠书籍、一张圆桌、一块家
庭小党校的台牌，
这是立人社区第
一所“家庭小党校”。朱金华是社
区一名老党员，退休后，她就主动
发挥余热，
以党员活动召集人的名
义当起了
“家庭小党校”
的校长。

“小伙子，
这里可不能停车，
我
们帮你送娃！
”
近日，
在胡埭镇文慧
小学附近，
有这样一群老年人，
他们
头戴小红帽、
佩戴红袖标，
穿梭在大
街小巷，
对乱停车行为进行劝导。
文慧小学早晨上学时候，
很多
家长常常把车辆停在门口，
下车把
孩子送到校门。虽然短短一分钟

量，因地制宜地开展红色教育、科
学普及、文化惠民、环境保护、文明
创 建 等 活 动 ，总 服 务 人 数 达 到
2000 多人。
鸿翔村党总支书记黄庆丰介
绍，通过开展一系列活动，进一步
提升了村民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获
得感，也培育了良好的文明乡风。
鸿翔村将再接再厉，
发扬
“红雁”
精
神，绽开文明之花，争做胡埭建设
新时代文明城镇的
“领头雁”
。

据时令节气变化推出了
“健康生活、
科学养生”
讲座，
科普养生知识的同
时，
也针对老年人高发的心脑血管
疾病的预防、新冠肺炎等传染类疾
病预防进行了详细讲解。在活动现
场，
专家老师将家庭急救知识与操
作融入现场互动体验环节，
为老年
家庭的安全又增加了一层防护。
在爱心义诊的过程中，
社区发
现，
有一部分行动不便的老人有服
务需求，
但下楼困难。为了让文明
实践走入楼栋、走进居民家中，社

区网格员和志愿者在摸排确定了
上门服务名单后，
和四叶草公益组
织成立了一支爱心义诊队，
定期为
居家老人提供上门服务，
在健康检
查的同时提供积极的心理疏导和
生活服务，帮助其建立社会连接，
已累计上门服务 180 余次。
据介绍，在爱心义诊的过程
中，
一些热心的阿姨还主动做起了
现场秩序维护等志愿服务工作，
从
被服务者变成了服务者，
社区文明
实践的队伍也越来越壮大了。

文明实践打造精品社区

“以党员带动党员，以党员带
动群众”，立人社区通过举办家庭
小党校，
发挥党员志愿者的主观能
动性，
将党员志愿
“红色课堂”
搬进
居民楼。按照
“以人为本”
理念，
使
“家庭小党校”成为思想上释疑解
惑的微课堂、生活上排忧解难的睦
邻点，
以党员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带
动群众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
把组
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群众生活有了
“后花园”
“念白抑扬含顿挫，唱腔委婉
透激昂。”每周日在立人二区曲艺
亭，悠扬的戏曲声丝丝缕缕，那是
社区的红花戏曲社团在曲艺亭进
行文艺活动。
“ 了解到我们文艺团
想要长期举办文艺活动丰富居民
精神文化生活，
社区建了这个亭子

张舍村

政策理论宣讲、就业保障、全民健
身、移风易俗、法律咨询等志愿服
务活动。
组建
“红雁”
志愿队伍，
建立集
中式与分散式相结合的活动形式，
日常式实践活动以进门入户、小型
专项活动等为主，
提供面对面的贴
心服务，培植与群众的情感基础，
提升文明实践活动人气，
并发动党
员、团员、青年当先锋、树标杆、做
表率，以党员和志愿者为主体力

文明实践让居民生活更小康

步提高，
文明实践一定要走进居民
的生活才有意义。
”
社区为做好老年服务工作，
发
扬爱老护老敬老的传统美德，
积极回
应居民诉求，
在实践站成立之初，
就
将便民服务列入了重点实践项目，
爱
心义诊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义
诊内容不仅有测量血压、
血糖常规检
查，
还有口腔检查、
眼底检查等特定
项目，
目前已服务2000余人次。
为了提高居民健康意识，
培养
健康生活习惯，
实践站每个季度根

立人社区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体系的
神经末梢，
也是国家整体治理能力
的最根本体现。近年来，
立人社区
在社区治理上不断加强新时代文
明实践力量，积极主动发挥社区、
党员、群众三级力量参与新时代文
明实践，实现了社区治理多元化、
高质化，
使新时代文明实践内涵更
加丰富。

争做文明实践的
“领头雁”

给我们作为场地。”社团成员张大
妈说道。
原来，
除了社区党群活动中心
定期为老年人举办志愿活动外，
大
部分尤其空巢老人的精神文化生
活略显空白。立人社区在了解这
一情况后，
为改善老人的文化生活
质量，
开始拟定计划、制作方案、推
动落实，
最终一座漂亮崭新的供社
区居民闲暇时光玩乐的亭子落座
而成。现在，
沿着亭子往外走是花
了半年时间修建的富安新河，
整个
河道景观占地 2 万平方米，近四分
之一的面积种上了天鹅绒紫薇，
九
曲十八弯的河道旁被绿植红花簇
拥，
美如画卷。
◆社区发展有了
“文明范”
“文明礼仪孝为先”是立人社

区志愿者队伍秉承的价值观之一，
为优化对辖区内老年人的服务体
验，打造以社区为主导、志愿者为
依托、活动中心为纽带的关爱老人
志愿活动，
社区每月定期举办联谊
活动，倡导孝心敬老传统美德；开
展大讲堂，
重点宣传党对老年人的
扶优政策；组织健康体检、心理疏
导，关爱老年人身心健康；
“红马甲”
队伍到空巢老人家里敲门问候，
听
取老人的需求；
针对老人的兴趣举
办趣味比赛等，
用实际行动打造了
老有所依、
老有所乐的社区。
为更好地服务群众，
实现文化、
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等生活服务
“一站式”
供给，
丰富基层群众的精
神文化生活，
社区以群众感受和需
求为导向，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力
量，
不断提升服务质量、
文化品位。

共同演绎“最美夕阳红”

时间，往往能引起一大串的堵车。
这样的现象引起了张舍村老年志
愿服务团队的注意，他们主动请
缨 ，独 创 贴 心 的“ 送 娃 一 条 龙 服
务”，有效缓解了文慧小学上学时
段的交通拥堵现象。当车辆刚刚
停下，老人们就帮助车主打开车
门，抱娃、背书包、穿衣服、送到校

门，整套动作一气呵成，家长不用
下车即可立马驶离，
暖心举动得到
了家长们的一致好评。除此之外，
老年志愿服务团队还开展了社区公
共设施消毒、
捡拾绿化带垃圾、
光盘
行动等志愿服务，扮靓美好家园，
为寒冷的冬日增添丝丝暖意。
“在人们的观念里，老年人是

弱势群体。但是我们想让大家知
道，
我们也能发光发热。
”
队长俞进
元说。张舍村老年志愿服务团队
在张舍村老年人的共同努力下已
逐渐成为一个“老有所为，老有所
乐”的大舞台，带动着社区更多热
心公益的老人共同演绎张舍村最
美
“夕阳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