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区活动家

搭建平台 链接资源
有 人说，社区工作者就像是社区活

动家，他们的核心任务就是搭建
平台， 让各方资源在小小社区里汇集
融合，充分发挥好社区自治共治之力。

在“1+6”课题实施的同一年，在街
道工作了十余年的陆建华主动请缨转
岗到了社区。 他曾去过杨浦区五角场
街道最“老”的社区———东郸小区。 一
开始，居民们对他这个初来乍到的“愣
头青”不看好。但作为一名曾经的消防
战士，陆建华没有因此失去信心。他默
默跟着居民区老书记走遍小区的每一
个角落，并将百姓需求、困难逐条记录
在本子上、心坎里。他笑言：“社区工作
像箩筐，什么问题都往里装”。

2017 年，他又从老旧小区“换防”

到如今的创智坊开放式社区。 商户众
多、企业林立，陆建华面临着与以往全
然不同的社区环境。 这里不仅有全市
首条获政府认可的“外摆位”网红街区
大学路，沿线更集聚了在线教育、人工
智能等互联网小微企业。

为进一步提升社区治理精细化程

度，在陆建华的牵头带领下，一个由物
业公司、业委会、商家和居民代表等多
元力量组成的大学路街区自我管理委
员会应运而生。后来的故事里，多了一
扇人们熟悉的“睦邻门”。 破除的是围
墙，联系的却是人心，承载的是社区共
建、共治、共享的努力。

6 年前， 胡文瑾从一名企业白领
转型成社区工作者。 最初，她认为，这
是一份简单、轻松的居委工作。可真正
深入下去， 胡文瑾发现， 社区工作人
多、事小，却十分复杂繁琐。 扎根社区
的岁月里，她有过委屈、失望、挫败。然
而，居民们的一个笑容、一声谢谢，又
让她觉得一切都值得了。 在她的带领
下， 从社区党建平台到阳光暖心坊品
牌，更多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建设，成为
社区发展的积极参与者、最大受益者、

最终评判者。

林龙全， 黄浦区半淞?路街道耀
江花?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扎根社区
十三载。 善于动脑动心的林龙全说 ，

“办法总比问题多”。基层社区，大多面

临着鸡毛蒜皮的小事或矛盾纠纷。 但
他坚信，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可以破
解各类矛盾和难题。在他的牵头下，一
本住户守则应运而生。 散见于法律条
款中涉及宠物饲养、 车辆行驶与停放
等容易引发居民矛盾的内容统统被装
进这本“口袋书”。 符合小区实际的各
类自治规约， 有效解决了生活里的矛
盾纠纷。 今年， 结合新颁布的 《民法
典》， 他还把房屋安全等内容添入其
中，发布 3.0 版住户守则。

与沪上大多居民区类似， 凉城新
村街道第五居民区也曾被物业问题困
扰。为此，该社区居委会主任孙雁主动
担起了一个新岗位———业委会执行秘
书。他不仅积极参加街道培训课程，还
自学起了庞杂枯燥的法律条文。 在他
的专业指导下， 业委会顺利选出了自
己满意的物业。 通过引入“物联网”智
能停车系统、 成片化推进老小区加装
电梯、合并小小区等，社区面貌彻底焕
新。孙雁还积极筹划着社区的未来，计
划在社区软件管理上再次突破， 并探

索物业质价双提升的新路径。

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不少
社区还面临着养老难题。 寸土寸金的
中心城区， 如何满足老年人 “原居安
老”愿望？ 余美香所在的乐山二三村，

退役老兵、独居老人、社区孤老等占比
近四成。 为此，她专门结合“邻里
汇”平台，深入发展社区嵌
入式居家养老 ， 提供
更用心、更精细、更
科学的服务 ，让
老年人在家门
口享受更舒心
惬 意 的 晚 年
生活。

聚焦人
民群众 “急
难愁盼 ”，有
着 23 年社区
工作经验的袁
倍丽将小区综
合改造、 加装电
梯列入重点建设清
单。 作为青浦区盈浦
街道城北社区党总支书
记， 她的期盼是解决百姓最迫切
的“老、小、旧、远”等问题。回想这些年
的工作，“虽然遇到过各种难， 但看到
社区越来越美，心里就会美滋滋的”。

党建引领， 社区治理微小单元被

激活，种种梗阻难题迎刃而解。在静安
寺街道，电瓶车乱充电、信箱改造、楼
道堆物曾让不少居民困扰不已。 华山
居民区党总支书记王静联想到了楼组
党支部， 通过引入一批组织者、 推动
者、 协调者， 公开透明的阳光参与方
案，彻底解决楼道内生问题。 在垃

圾分类中，嘉定区菊?新区
嘉枫社区同样依托社
区自治力量 。 在该
社区党总支书记
周逸薇的带领
下， 一张由点
赞榜和曝光栏
组成的 “红黑
榜”， 成功提
高社区居民
自 觉 分 类 积
极性。 针对流
动性较大的租
客，小区还鼓励
将垃圾分类写进
租房合同 ， 使垃圾

分类真正从理念内化
为习惯。

左图： 在国定一居民区与创

智坊居民区相接壤的创智农园， 创智

坊居民区党支部书记陆建华（右）正在

与人商讨社区和谐共建的新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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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保卫者

冲锋在前 顶在一线
最 近 ， 沪上各区陆续启动新

入职社区工作者培训 。

在这些新面孔中 ， 不乏
许多留学归国英才 。

他 们 说 ， 投 身 社
区 ， 是因为看到
了疫情防控期
间社区工作者
的辛勤付出 ，

这让他们看到
了这份工作的
价值所在。

面对突如
其 来 的 疫 情 ，

全市 5.3 万名社
区工作者冲锋在
社区疫情防控的最
前线， 共同构筑起超大
城市严密防控链 ， 筑起了
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

外地牌照 、 半月内去过重点区

域、 体温 38 ?氏度……当种种关键
词叠加 ， 立刻引起了浦东

新区祝桥镇明星村党
总支书记苏志平的
警觉。 紧挨着祝
桥镇工业?区
的 明 星 村 ，

外 来 人 口
多， 疫情防
控 压 力 巨
大 。 为此 ，

在苏志平的
带领下 ， 工
作人员们连
续 3 个多月坚
守岗位 。 每一

次转运发热人员，

他都亲力亲为 ， 并
准备好应对方案 。 苏志

平说， “这是我们坚守的阵地，

没有理由退缩， 没有理由懈怠！”

“记得戴口罩”“量一下体温”……

在疫情防控最吃劲的时候， 宝山区大
场镇锦秋花?居民区大门出入口总是
立着这样一个温暖的背影。 他就是该
居民区党总支副书记吴伟良。 后来，

在接到机场抗疫驻守的招募通知后，

他第一时间积极报名。 在长达 21 天
的驻守中 ， 凭借扎根社区多年的经
验， 他圆满完成任务， 牢牢守住入境
“第一关”。

外籍人士聚集的长宁区新泾镇同
样是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 在绿八居
民区党支部书记刘观锡带领下， 社区
专门向外籍居民制作发放多语种 《防
疫友情提示卡》， 并装备多语种健康
观察 “语音 15 问” 等。 让不少社区
居民印象深刻的是， 一天晚上， 一户
外籍居民返沪， 刘观锡早早就等候在
了小区门口。 当这户居民从机场抵达
小区后， 刘观锡直接向其递上了事先
准备好的黄色防疫专用垃圾袋， 并将

隔离事项一一交代清楚后 ， 方才
离开 。

毗邻虹桥交通枢纽， 闵行区新虹
街道也面临着防控压力。 租客人数超
过本地居民， 该街道内的爱博五村防
疫形势严峻。 危急时刻， 该居民区党
总支书记陈蓓苾挺身而出， 带着团队
连续坚守在小区一线。 短短时日， 他
们不停歇地拨打出了 1600 个关爱电
话， 不仅确认了小区内空乘人员的实
时动态， 也彻底打消了居民疑虑。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 “小巷总
理” 们化身家?保卫者， 冲锋在前，

顶在一线。 从摸排信息到预约口罩，

他们默默坚守奋战在平凡岗位上， 为
城市疫情防控筑起坚实藩篱。

题图左： 王春欢与团队在党旗下

宣誓

题图中 ： 2020 年上海最美城乡

社区工作者发布会现场

题图右： 余美香与居民一起喜迎

国庆

左图：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 社

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化身家园保卫

者， 冲锋在前， 顶在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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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上海最美
城乡社区工作者

（排名不分先后）

■杨 浦 区 五 角 场 街 道
创智坊居民区党支部书记
陆建华

■黄浦区半淞园路街道
耀江花园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林龙全

■浦东新区祝桥镇明星
村党总支书记 、 村委会主任
苏志平

■虹口区凉城新村街道
第五居委会主任 孙雁

■普陀区桃浦镇阳光建
华城第四居委会主任 胡文瑾

■徐汇区徐家汇街道乐
山二三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余美香

■长宁区新泾镇绿八居
民区党支部书记 （九级职员）

刘观锡

■青浦区盈浦街道城北
社区党总支书记 袁倍丽

■宝 山 区 大 场 镇 锦 秋
花园居民区党 总 支 副 书 记
吴伟良

■金山区亭林镇东新村
党总支书记 、 村 委 会 主 任
王春欢

2400 多万常住人口 ，13 亿平方米城市建筑总

量，215 个街道、乡镇，1.3 万个住宅小区……如果将

城市比作有机生命体，社区就是神经末梢 ，能精准

捕捉、感知最深刻多元的城市之变。

2014 年，上海市委将“创新社会治理，

加强基层建设 ”确定为当年的

一号课题。 调研

组认为，社会治理核心在人，治理过程要服务于人

的全面成长。

由此，上海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开始探索建立社

区工作者职业体系，为他们减负、提薪、打通职业通

道。这些年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之下，红利逐渐释

放。社区工作者待遇显著升级，并拥有向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发展的畅通渠道。 更多年轻人在求职时开

始将视线投向基层社区，“小巷总理” 队伍迎来

许多新面孔。

他们之中， 有退伍军人， 有海归英才， 也有企

业白领。 丰富多元的人才结构， 意味着这一职业开

始真正被认可、 被研究、 被重视。 截至目前， 全市

近 5.3 万名社区工作者 ， 平均年龄 39 ?

岁， 大专以上学历占 88.9%。

扎根基层为民服务 社区工作始终有温度
———上海首届 “最美城乡社区工作者” 风采掠影

大城之治， 重心在城乡社区。

如果将数千个居村委会视为城市治
理的细胞， 那么居村委会党组织书
记就是细胞核。 无论是推动发展、

服务群众， 或是凝聚人心、 促进和
谐， 他们的作用都应当被正视。

历经数年， 上海已培养打造出
一支优秀的社区书记队伍。 在 “小
巷总理” 的岗位上， 他们既获得了
事业上的 “尊严感”， 也赢得了人
生中的 “成就感”。

为充分彰显新时代基层社区干
部担当作为的精神面貌， 在市委宣
传部支持指导下， 市民政局启动了
首届 “上海最美城乡社区工作者”

的宣传推选活动。 经线索征集、 组
织推荐、 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 共
推选产生 10 位 “最美城乡社区工
作者” 及 6 位 “提名奖” 人选。

他们之中， 有的不惧风险， 连
续冲锋在社区疫情防控最前线； 有
的坚守岗位， 用心用情打动群众；

有的穿梭于寻常巷陌间 ， 链接资
源、 服务群众。 寒来暑往， 这些社
区工作者们扎根基层， 在平凡岗位
上默默奉献自我， 为人民群众创造
美好品质生活。

今后， 上海还将持续开展该项
评选活动， 挖掘更多优秀社区工作
者的动人故事， 让这支年轻活力、

有创造力的队伍被更多人知晓、 了
解， 树起申城社区工作者新典范。

2020 年上海最美城乡
社区工作者 “提名奖”

（排名不分先后）

■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华
山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王静

■松江区岳阳街道西林
塔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 居委
会主任 姚梅

■奉贤区青村镇吴房村
党总支书记 、 村委 会 主 任
秦瑛

■闵 行 区 新 虹 街 道 爱
博五村居民区党总 支 书 记
陈蓓苾

■嘉定区菊园新区胜竹
路党建分中心社区党委副书
记 ， 嘉枫社区党总支书记 、

居委会主任 周逸薇

■崇明区新海镇跃进居
民区党支部书记 、 居委会主
任 朱彩珍

乡村改造家

创新模式 解决梗阻难题
这 些年 ， 沪上各区开始有意识地

培养年轻社区工作者 。 这是因
为 ， “小巷总理 ” 们迎来一轮退休
潮。 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到本世纪
初， 一大批有经验阅历的国企员工在
转制后来到社区、 乡村。 这些敲得开
门、 说得上话、 办得成事的老书记 ，

集体迈入退休年龄。 社区干部的 “断
档” 问题就此进入各区视线。

金山区亭林镇东新村， 毗邻亭林
工业区 ， 辖区外来人口近 1.2 万人 ，

租赁房屋数占总房屋数 58.5%。 ?挂
的人口结构， 牵连出种种安全隐患问
题。 2019 年， 在 80 后年轻书记王春
欢带领下， 宅基地房屋租赁旅馆式服
务新模式一举破解这一梗阻难题。

初时， 这名年轻书记也曾遭遇质
疑声。 村民们说， “这是我们自家的
房屋， 村里凭什么管？” 王春欢没有
因此放弃， 通过一次次村民大会反复
劝说、 介绍。 最后， 村民们的态度渐
渐松动。 在王春欢的带领下， 村里不

仅建起了房屋租赁旅馆式分台， 还开
设线上旅馆式房屋租赁功能。 为提高
出租房安全系数 ， 村里还邀请综治
办 、 安全办等部门进行联合验收评
估， 并实行 “红黄绿” 统一挂牌。 绿
牌准予租赁 ； 黄牌限期三个月内整
改； 红牌为禁止租赁， 整改到位后方
可租赁。

奉贤区青村镇吴房村， 曾是浦星
公路旁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 村路泥
泞、 房屋破旧。 在吴房村党总支书记

秦瑛带领下， 吴房村大力发展总部经
济， 提出 “产城乡一体化” 概念， 并
通过整体一盘棋规划实现 “农区-?
区-镇区” 三区联动。 如今再步入吴
房村， 粉墙黛瓦、 小桥流水、 花木葱
茏， 一片江南水乡景象。

不止于面貌焕新， 乡村公共服务
的内涵品质也在不断进阶。 在地域广
袤的崇明区， 延伸至村居的养老顾问
点顺利打通养老服务 “最后一公里 ”

难题。 朱彩珍， 崇明区新海镇跃进居
民区党支部书记。 她的另一个身份是
上海市金牌养老顾问。 繁忙的社区工
作之外， 她利用业余时间为自己 “充
电”。 她说， 只有熟记养老政策 、 服
务资源， 才能对老人提出的问题 “有
问必答”。

老房加梯， 这桩百姓期盼许久的

惠民实事， 在松江区岳阳街道西林塔
居民区照进现实。 作为松江城区首个
签约加装电梯的小区， 该居民区党总
支书记姚梅深刻感受到个中曲折。 从
开始沟通到签合同， 前后共开展了 6

轮征询会议。 姚梅一次次向居民耐心
解释， 最终赢得了居民们对加梯的信
心与支持。

超大城市社区治理 ， 考验的是
“绣花功夫”。 上海的六千多个居村委
会， 各有各的难。 日日扎根基层的社
区工作者们要练就敏锐度 、 观察力 ，

去寻找那些民生感受度最深的热点议
题。 找对切入点， 自然能吸引居民走
出家门、 走进议事厅。 当同住在一个
社区的居民们寻到共同价值， 公共行
为自然而然便有了规制， 越来越美的
和谐社区也因此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