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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街道
亲子读书会充满欢声笑语

“你记得妈妈对你好的事情是什么？”老师
问孩子们，“妈妈喂我吃饭……”4月22日，在世
界读书日来临之际，由高新区中和街道主办，
高新区灵慧读书文化中心承办的《爱心树》亲
子读书会，在中和街道朝阳社区举行。本次活
动吸引了30个家庭参加。

绘本《爱心树》讲述了一棵有求必应的苹
果树与一个孩子之间的寓言故事，充满童趣，
非常诙谐幽默。活动全场，老师问，孩子答，充
满了欢声笑语。 华西社区报记者 邱超

团结街道
“加快‘健康郫都行’”启动

4月20日，郫都区“人大代表回选区·加快
‘健康郫都行’”团结街道启动仪式在团结街道
长河村举行。本次活动目的是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全面践行新发展理念，落实“健康中
国”“健康四川”“健康成都”“健康郫都”战略部
署和“中医中药中国行——中医药健康文化推
进行动”，丰富人大代表为郫都区争光添彩活
动内容，促进人大代表深入选区、广泛联系选
民、听取社情民意、积极服务民生，着力营造卫
生健康环境、构建健康社会、优化健康服务、发
展健康文化、培育绿色生活方式、提高市民健
康水平，为健康郫都建设提供强大助力。

据悉，郫都区“人大代表回选区·加快‘健
康郫都行’”团结街道活动将在5个选区陆续举
行。 华西社区报记者 张丽

新华西路街道
坝坝乒乓球决赛落幕

为活跃社区文化体育生活，展示社区体
育风采，新华西路街道开展了坝坝乒乓球比
赛。比赛从 3 月起，分别在八宝社区、金沙社
区、育苗社区、蜀西社区等四个社区设立了分
赛场，338 名选手历经 800 场预选赛、复赛，四
个分赛场各选出前4名共16名优秀选手进入
决赛。

4月21日，坝坝乒乓球决赛在八宝广场拉
开帷幕。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决出各奖项。
活动负责人表示，本次比赛不仅为各社区乒
乓球爱好者提供了互相交流、切磋球技的机
会，更为全民健身活动搭建了一个良性互动
的平台。 华西社区报记者 董峰

@永兴社区
举办环保主题志愿活动

4月22日是第49个“世界地球日”。4月20
日，武侯区簇锦街道永兴社区举办了“我爱我
家 我爱地球”世界地球日——2018年永兴社区
发展治理环保主题志愿活动暨家庭“种花植
绿”公益行动。社区青少年及环保小组成员参
加活动。通过废物利用等环节，社区希望居民
们能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

华西社区报记者 沈悦

理发唱歌做手工“居民之家”人气旺
打造服务升级版，共和路社区利用办公用房为居民提供多样化服务

“修面、剃脑壳总共

才5元钱，现在除了我们

社区，哪儿去找这么好的

事哦……”4月20日上

午，武侯区望江路街道共

和路社区一楼的“生活

家”里坐着十来位居民，

有的婆婆是来这里找人

缝裤脚边的，有的大爷是

专程来理发的……这个

不足30平方米的小房间

每天都是社区里人气最

旺的地方。

场地虽小服务多
社区居民经常来

共和路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是以党建为引领，集
成党员教育、社区治理、便
民服务、群众活动功能的一
个居民之家。现在，中心
539平方米的办公用房每一
间都是以家命名的居民之
家。位于一楼的“生活家”
是居民们最爱的一间房子，
每天都有党员志愿者在此
为大家服务。理发、修面、
缝补衣物……面向社区困
难群众完全免费，面向一般
居民则低价收费。“在寸土
寸金的成都市中心，哪儿去

找这么好的事哦！”居民李
福全大爷说。李福全今年
70 岁，就住在中心附近，他
对打造一新近日对外开放
的社区新环境特别满意，几
乎每天都会过来转一圈。

“卖菜的每周都会在固
定的时间来社区，社区组织
的菜农提供的蔬菜价格便
宜、绿色无公害，我家的蔬
菜基本上都是在这里买。
社区一楼还有个‘健康卫士
’，我也经常来，每周固定有
不同的医生来为我们进行
免费检查，周一耳朵、周二
眼睛、周三……家电维修也
在一楼，万一买到假电器，
有人帮我们想办法……”说
到社区的服务，李福全滔滔
不绝。

服务群众为宗旨
社区赢得居民心

“最美不过夕阳红，那
是……”一阵优美的歌声从
共和路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三楼的“文化家”传来。65
岁的杨崇明是社区自组织
的负责人，她正在安排合唱
团友进行排练。太极、乐
器、舞蹈、唱歌……杨崇明
样样都会，她的队伍有好几
支，利用社区的场地每天都
安排了不一样的活动。“老
邻居、老姐妹们推选我来牵
头，那就要把活动安排好。
一个星期大概会来三四次，
社 区 对 我 们 队 伍 也 很 支
持。对大家的服装，社区有
补贴，请我们演出社区还发

礼物。老年人就是要多参
与社区活动，这样既有活力
又开心。”杨崇明说。

据了解，一周来社区
“居民之家”三四次的居民
不在少数。当天，二楼的

“手艺家”里也坐满了人。
这里是居民开展手工活动
的场地，有传统的蜀绣体
验、变废为宝的手工 DIY、
纸绢花的制作、果根雕刻
等。通过有一技之长的退
休党员、教师来任教，带动
更多的党员群众参与到手
工艺传承活动中来，充实他
们的业余生活。“以前就喜
欢蜀绣，没想到现在来社区
免 费 实 现 了 个 人 的 蜀 绣
梦。老师教得很仔细，设备
也很专业，确实太有意义
了。”一名学员一边忙着手
里的针线活一边开心地说
道。

近年来，共和路社区坚
持党建引领，以服务群众为
宗旨，按照“共建、共促、共
享、共和”的工作理念，探索
实践“五有五化”工作模式，
着力构建服务网络、打造服
务队伍、建强服务阵地、转
变服务方式、完善服务机
制，通过服务贴近群众、团
结群众、引导群众、赢得群
众，成功打造了社区党组织
服务升级版。

华西社区报记者 沈悦
摄影报道

4 月 22 日下午，记者刚
走进锦江区督院街社区的
飞龙巷 6 号院，沁人心脾的
花香迎面扑来，两位老人正
坐在崭新的木椅上聊天晒
太阳，小朋友们在院子里踢
毽子、跳绳，自行车棚明亮
整洁，艺术墙面色彩斑斓。
近日，这个曾经杂草丛生、
青苔满地的老旧院落经过
整治，变得美观、实用、安
全，住在这里的居民们脸上
多了笑容，嘴上少了抱怨。

过去排污不畅
走进院子臭气熏天

飞龙巷6号以前相当破
旧。院中居民冯国宝大爷
说，这里没整治时，院落的
污 水 堵 塞 问 题 最 让 人 难
受。以前的排污管道由于
年代久远，在底楼堵塞。由
于排污管道在地下三米处，
换管道工程大，居民们无法
解决。久而久之，污水倒
灌，臭气熏得整个院子的居
民苦不堪言。

“以前我们院落的地面
坑坑洼洼，杂草盖过膝盖，
一到下雨天，地面有青苔，
小 朋 友 一 不 小 心 就 会 摔
倒。到了白果成熟的季节，

一到下雨天，院子旁的白果
就‘噼噼啪啪’打在车棚的
铁皮盖上，晚上吵得人们睡
不好觉。一些小偷看到我
们院落好下手，就常常前
来，大家都被偷怕了。”冯国
宝的老伴说道。

现在花香满园
居民幸福感写脸上

今年 3 月，从搜集居民
意见到工程实施将近一年，
飞龙巷 6 号院改造基本完
成。现在，居民们住在院落
里满心欢喜。院落楼栋长
李秀英说：“老旧院落整治
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变

化。首先说排污，现在雨污
分离，地下换了更大的管
道，排污顺畅了，走进院落，
丝毫闻不到异味。此外，我
们院落的地面铺上了环保
沥青，可渗水又防滑，老人
小孩出来活动再也不怕摔
倒。车棚顶盖改为钢化玻
璃，还安装了几个摄像头和
路灯，围墙上布满防盗网，
我们住着很有安全感。”说
完，李秀英顺手摘了几个成
熟的枇杷，笑着递给记者。

院落环境的改造不仅

方便了居民的生活，也让院
落的房价升值了。院落改
造前，三楼住户巫先生一套
70多平方米的房子，简装后
过了几年才以100万元的价
格售出。而在院落改造后，
六楼李大爷家 60 平方米左
右的毛坯房，以 140 万元的
价格被买下，新住户发现院
子基础设施好，这里又是学
区房，所以就毫不犹豫地

买下来。此外，院落改
造前，这里一套二的房
租在 1000 多元，而院
落改造后，房租升到

2000 多元仍然有很多
人前来咨询。居民陈金

兰说：“房价涨了是小事，最
重要的是看着院子里干净
整洁，我们心情很舒畅。”

据督院街社区居委会
主任介绍，飞龙巷 6 号老旧
院落打造，在充分了解居民
需求的同时，发挥院落党组
织和居民自治作用，不仅在
硬件上有了提升，也融入法
治文化特色，在院落墙面上
书写、绘画了与法律相关的
文字和图案，装点院落的同
时，营造出全民学法懂法的
氛围。

华西社区报记者 刘福燕
摄影报道

社区整治老旧院落 环境好了房价涨了

资讯

大门打造前后。

志愿者为居民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