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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新闻

从“独角戏”到“交响曲”

疫情期间徐州社区“多元共治”迸发活力
2020 年的这个特殊假期，23

岁研一学生阚世豪一直在徐州
市云龙区民馨园社区做志愿者，
感慨颇多：“通过这次疫情，我重
新认识了社区这个基层单位，社
区真是老百姓的坚强后盾。 ”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江苏徐
州全市上下闻令而动， 物管、业
委会、志愿者都团结到社区居委
会旗下，形成了无数个大大小小
的“社区防疫共同体”。 徐州社区
“多元共治”迸发活力，社区治理
从“独角戏”变成“交响曲”。

“马不停蹄、脚不沾地”

人们一直用“小巷总理”这
个称呼来形容社区书记的忙
碌。 疫情期间，书记们更忙了。
用泉山区王陵街道醒狮社区李
惠书记的话说，每天都忙到“马
不停蹄、脚不沾地”。 醒狮社区
除了李惠外共有 10 名工作人
员， 自春节后一直实行错峰上
班制， 保证早 8 时至晚 8 时一
直有人在岗。 从春节至今他们
几乎没有休息过。

即使不是因为疫情，社区工
作也是一刻不得闲。 泉山区从
2018 年开始推广“全科社工”，
即服务大厅里只留少量工作人
员为辖区居民办理业务。 民政、
社保、残联、计生等 65 项常规业
务都要一人全部搞定，解锁社区
其他人员时间，包片包户下沉到
小区。

“以前我们是坐在办公室里
等老百姓来找，现在必须要到群
众身边主动帮他们解决问题，事
情自然就多了起来。 ”李惠说，醒
狮社区老小区多、 老年人多，每
名社区工作人员需要负责 400
多户 1000 多人，每天都要到小区
巡查一遍。

鼓楼区铜沛街道道北社区
盛莉书记最近的工作主要围绕
三件大事：疫情、“红管家”物业
管理和党员中心户。每天晚上 11
点前她的手机不会闲着，下一步
要开展的人口普查等工作也是
非常耗时耗力。 社区共有 8 名工
作人员，迫切需要增加人手。

早在 2015 年 3 月， 徐州市

委、市政府印发《关于规范工作
事项进社区（村）实施细则（试
行）》，明确取消了 175 项事务，社
区工作为什么还这么忙呢？

“取消的事务，确实给我们
减轻了一些负担， 我们现在的
忙，是因为服务更主动了、更精
准了。 ”李惠说，虽然现在工作很
忙，但做的都是切切实实为老百
姓服务的具体事务，提升了服务
效能，很有成就感。

“得力助手”与“多元共治”

平日里就有海量的政务工
作加上居民事务，社区居委会如
何能够在疫情防控期间拥有“得
力助手”？ 业委会、物管、公益组
织都成了他们有力的臂膀。

道北社区军缘新城在今年 1
月实现自治。“这一届业委会太
给力了， 原先大事小事都找社
区，现在业委会承担了军缘新城
80%的工作。 ”社区书记盛莉说，
疫情防控期间，军缘新城业委会
组织了 20 名志愿者参加小区值
守，因为人员充足，还安排了两
名志愿者到其他小区援助。 最
近， 业委会又将小区 12 年未疏
通过的下水道、化粪池全部掏了
一遍，居民们拍手称快。

在云龙区黄山街道绿地北
社区，疫情期间物管与社区的合
作也非常默契。 在小区大门口，
社区工作人员负责查“人”，物管
负责查“车”。 义务值班的志愿者
们更是活跃，前一批复工上班去
了，后一批立即报名跟上，前后
有 100 多人参与，至今仍然有 26
人坚守岗位。 在疫情最严峻的时
候，社区工作人员每天带着物业
人员和志愿者分组在小区里入
户调查、巡逻、消杀，劝阻居民不
要随意外出、聚集，形成了“地毯
式全覆盖”，一个死角不留。

很多小区在疫情之前就已
经探索“多元共治”。 绿地北社区
早在 2015 年就设立了“协商民主
议事苑”， 协商解决社区治理的
重大问题和居民关注的重要事
务。“议事苑”按照“7+X”模式，组
建由街道领导、社区“两委”、“两
代表一委员”、党员律师、业委会

代表、 群众代表、
热心退休老干部
等 7 类代表，加上
协商对象“X”等在
内的议事团队。 5
年来用这种协商
方式解决了 20 多
个棘手的问题。 因
为善于创新，绿地
北社区工作法于
2018 年入选民政
部全国 100 个优
秀社区工作法。

鼓楼区丰财
街道办事处近年
来一直在推进基
层协商民主工作，
2019 年底，丰财街
道及下辖 10 个社
区全部建成协商
议事室。 让政协委
员下沉到社区、进
驻到网格。 选配党
员代表 、 群众代
表、相关科室负责
人及企事业单位
代表作为各级协
商议事会成员，开
展各级协商议事
工作。 协商议事会
成立以来，共召开
街道、社区、网格
等各级协商议事
会议 56 次， 累计
解决涉及群众切
身利益的问题 102
件，得到了省政协
的认可，吸引了上
海、北京、云南等
地的政协工作者前来开展工作
调研及观摩。

“比如老小区改造，往往会
出现政府花了钱群众却不满意
的情况。 去年怡园亭社区老小区
改造前，我们把居民和相关部门
召集到一起，居民提出了他们最
为关心的移树、 停车位等问题，
改造时都得到了妥善解决。 最近
的三角线社区散片区管理、二九
社区树成中学家长能否进小区
接送孩子等问题，都是通过协商
议事会这个平台解决的。 ”丰财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蔡乃蓉说，民
主协商议事会实现了“多元共
治”， 在很大程度上为社区居委
会减轻了负担。 以前为了处理一
个问题，社区书记或者主任要跑
好几个部门，这个平台让职能部
门与群众面对面，很多问题现场
就得到解决，效率提高了不止一
倍两倍，最终还提升了居民自治
的能力和水平。

“党员志愿者”与“红管家”

疫情期间，每个小区门口都
能看到“党员志愿者”红袖章。 如
今，社区防控进入常态化，部分
党员仍坚守在岗位上，成为社区
的得力助手。 道北社区书记盛莉
说，从春节至今一直坚守在防控
一线的，都是退休的老党员。

醒狮社区书记李惠也感叹：
“关键时候就能够看出我们党员
的凝聚力有多强，不管是巡逻值
守还是捐款，首先冲上前的都是
党员。 ”

还是需要党建引领

10 多天前，鼓楼区二环北路
上的中行楼宿舍门口装上了新
道闸，这个仅有两栋楼的老旧小
区聘请了保安、保洁，实现了“红
管家”长效物业管理，盛莉担任

“红管家”负责人，下一步还将由
党支部书记侯景红和几位热心
业主成立业委会。 鼓楼区委组织
部组织科科长程伟介绍说，全区
137 个老旧小区、35 个散片区全
部有了“红管家”，并对老旧小区
长效治理实行党建引领，让小区
治理全都姓“红”，构建在党组织
领导下的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
会和物业服务企业各负其责治
理体系。 为了调动党员积极性，
实行了党员积分制，可以用积分
兑换生活用品。 疫情防控进入常
态化后，“红管家”起到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

据了解， 现阶段徐州市各
个社区都在发展“党员中心
户”， 即一个党支部发展 10 个
党员中心户， 一个党员中心户
联结 10 名党员，一名党员联结

10 个特殊家庭（孤寡、特困、失
独等）。 在军缘新城小区，两间
党员活动室刚刚粉刷一新，桌
椅也已经置办好。 盛莉说，有了
党员中心户， 今后居民有问题
可以向党员反映， 党员解决不
了就找中心户， 中心户解决不
了再找党支部， 把最棘手的问
题留给社区， 任务就可以逐层
分解，减轻社区很多工作压力。

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多元
共治”？ 江苏师范大学哲学与公
共管理学院社会建设研究中心
主任董明伟建议，社区治理中应
该让居委会更多地发挥自治功
能，将业委会、物业、志愿者、居
民等都发动起来，形成合力去推
动社区治理。 疫情期间，居民参
与社区治理的热情高涨，因为疫
情防控关系到每个人的安全。 这
一点恰恰证明，社区发动群众时
一定要找到与居民利益息息相
关的切入点； 其次，“多元共治”
还需要一个好的平台，民主协商
议事会就是一种不错的方式；
另外， 改革开放后的社区逐渐
变成了纯居住空间， 居民成了
孤立的个体。 社区有责任将居
民组织化， 通过成立各种团体
重建居民之间的联结网络，将
邻居从陌生人变成熟人， 很多
公共性的难题就容易解决了。

（据《徐州日报》）党员志愿者每天在小区门口值守

三角线社区通过协商议事会实现“多元共治”

绿地北社区的协商民主议事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