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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城
“五力引航”计划的实践探索和系统创新

益言堂

� � 继全国社区治理品牌“五民工作法”后，东城区社区治理创新实践持续发
力、不断深耕，在充分结合社区疫情防控的好做法、好经验以及“东城社

工”新品牌的基础上，传承性和创新性地推出了社区治理“五力引航”计划，并提
炼总结出“五力引航”社区治理指标体系，重点从协商力、培育力、行动力、创新力
和合作力等五个维度，通过上下联动、内外结合的多元主体参与和协作共治，帮
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积极探索可推广、全周期、常态化的社区治理问题解决路
径，建设更具韧性和可持续性的老城社区，着力提升东城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水平，为打造社区治理的“东城样板”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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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区议事有方法，让协商
更有力———大家关心的事大
家“议起来”

社区议事协商是征询民
意、 寻求共识的重要过程，民
主协商的基层实践，也是解决
问题的前提和基础。怎么进行
社区议事协商呢?哪些方式方
法是有效的?这既是基层民主
协商实践的关键问题，又是基
层工作者需要掌握的基本技
能。东城区在多年实践的基层
上总结出“五民工作法”，专门
编制了《东城区“五民工作法”
操作指引》， 具体指导社区各
级议事协商的有效实施，打造
了一批示范性的社区议事厅，
使社区议事协商有阵地、有组
织、有方法、有体系。

体育馆路街道四块玉社
区属于老旧小区集中区，64
号院的社区居民利益诉求多
元，但居民参与显得不足。 东
城区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
运用“开放空间”技术开展了
“天坛东路 64 号楼院内环境
再提升开放空间” 主题活动，
主持人按照议事流程和议事
规则有序组织，几十名不同年
龄段的居民代表聚焦楼院治
理、环境治理、公共空间打造
和老年人服务等生活紧密相
关的具体问题，展开了积极讨
论，最终形成了老旧小区楼梯
安装、院内环境美化、老年人
服务中心建设等 8 个具体需
求，为接下来的居民参与和行
动解决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街道、社区的领导和工作
人员观摩了整个议事协商过
程， 这也成为参与式议事协
商现场教学的过程。 在加装
电梯、“邻里共享家” 空间打
造的过程中， 四块玉社区居
委会联合北京通合行业建设
参事服务中心,继续采取流动
议事厅、 居民协商议事会等
议事协商方法征集居民想
法、引导居民参与，取得了不
错的效果。

居民参与有组织，让培育
更有力———大家想做的事大
家“担起来”

居民参与需要更多机会、

渠道和平台，依托社区公共事
务催生由居民为主要力量的
社区社会组织则是一种可行
且持续的方式方法，这是推动
社区减负的重要路径。东城区
已于今年 7 月份在全市率先
推出了社区社会组织星级评
定制度，完成了第一批星级社
区社会组织评定工作，开启了
品牌社区社会组织建设新征
程。这其中绝大多数社区社会
组织都在社区疫情防控工作
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而社区
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往往是
从挖掘居民骨干开始的，再
依托具体事务形成项目团
队， 并进而形成社区社会组
织， 实现居民参与社区建设
的组织化和有序化。

“五力引航”计划中，北
京通合行业建设参事服务中
心联合四块玉社区居委会沿
着前期社区议事协商的基本
共识，以项目化思维和方法，
面向社区居民开启了“公益
妙招比拼赛”，鼓励居民带动
居民， 组建小微公益项目团
队，引导社区居民出主意、提
想法、报项目，涌现出了不少
新面孔、新骨干、新队伍、新
组织， 提高了社区居民的参
与意识和能力， 引导培育了
社区社会组织。 建国门街道
赵家楼社区试点推动中，将
重点放在了辖区单位动员和
共建组织的培育上， 北京通
合行业建设参事服务中心与
社区两委联动，依托“党建惠
家” 社区品牌联合辖区金融
机构和物业公司， 分别成立
了“金融联盟”和“物业联盟”
两大组织。 其中“金融联盟”
已参与认领了赵家楼社区
2021 年节日性活动， 由其出
资并策划节日活动， 丰富社
区居民节日生活 ；“物业联
盟” 也积极推出了各物业公
司的各种便民服务清单，方
便居民及时享受“家门口”的
服务。

治理服务有支持 ， 让行
动更有力———大家受益的事
大家“动起来”

行动起来解决问题是社

区治理的关键，既要有单体
行动，也得有联合行动。 有
了议事协商的基本共识，也
有了居民参与的组织平台，
凝聚力量行动起来并看到
改变和效果成为了社区居
民和各方的共同期待。 在专
业社会组织和“东城社工”
的参与和陪伴下，全区社区
治理服务更加专业，也更有
力量。 老城居民的参与性和
治理智慧也得到激发，行动
参与带来的点滴变化更让
居民的参与感和获得感得到
双提升。

在“五力引航”计划的支
持下， 四块玉社区 64 号院
“邻里共享家” 社区服务空
间已基本建成投入使用，当
初“院内环境再提升开放空
间”议事协商中居民们最关
心的问题得到了有效回应，
院内所有居民有了一个共
同的“家”。“妙招比拼赛”中
获得资助和支持的小微项
目在专业组织和社区两委
的支持下纷纷行动起来，一
场场内容丰富、温暖有情的
活动推展开来；“旧物新生”
活动中社区居民和小朋友
交换起来、攀谈起来、熟悉
起来；“银铃潮起来”项目中
社区老人在青年居民的带
领下学习使用智能手机 ；
“开楼门、同治理”项目中街
坊邻里们一起行动让楼门
“亮起来” ……居民队伍服
务居民、居民参与社区建设
的场景不断呈现，居民行动
起来、社区自治起来，社区
才能美起来。

需要 特 别 说 明 的 是 ，
“五力引航” 计划着力于对
社区工作者和居民骨干的
全面支持和系统赋能，尤其
注重在居民参与过程中的
陪伴支持和能力提升，在实
践中赋能、 在赋能后应用，
不断提升其参与意识和服
务能力。 其中较为典型的做
法包括协助整合资源与专
业组织合作（引入品质较好
的设计公司形成符合期待
的空间设计方案、带领试点
社区参访学习外部经验），

对重点项目设立项目辅导
员提供有针对性的持续陪
伴、 贴身支持和动态赋能。
专业社会组织还依托区委
社工委区民政局支持的专
题培训项目，通过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为全区社区
工作者、街道枢纽平台骨干
开展了系列性、多样化的能
力建设。

建设家园有妙招，让创新
更有力———各方的智慧创意
“活起来”

“五力引航 ”计划注重
务实基础上的多方面创新
和微创新，创新理念和做法
也贯穿“五力引航 ”计划全
过程。 这种创新性既体现在
赋能社区组织及其工作者
更新理念和方法上，多元主
体联动协作的组合方式上，
又体现在居民小微公益项
目的创意和金点子上。

针对社区居民动员难、
参与乏力不深入等系列突
出问题，“五力引航”计划创
新性地引入“全周期 ”治理
理念和方法，系统性地将相
对深入的各层次议事协商
会、项目化思维与项目化运
作支持、引入专家学者和项
目辅导员进行针对性过程
支持、项目复盘总结与评价
等完整地串联起来，以及引
入不同专长优势的社会组
织合作参与社区治理难题
破解。 这本身也是一种有价
值、可推广的创新尝试。

具体来说，“五力引航”
计划推动从“议而不决、决
而不动”的传统议事协商走
出来，使用包括“开放空间”
“世界咖啡馆”“展望未来论
坛” 等参与式议事协商方
法， 让议事协商更有章法、
更有秩序，也更注重协商后
的行动改变；还突破了过往
居民参与公共事务零散化、
支持单薄等现状，从全面支
持的角度运用项目化思维
引导居民相对持续地参与
社区建设；引入专业社会组
织、专家学者、项目辅导员
作为持续参与的外部力量，

形成社区治理的内外合力、
实践与理论的深度对话。

在具体实践中，建国门
街道赵家楼社区通过成立
联盟共同体的方式，充分发
挥辖区单位的资源优势助
力社区节日活动和物业服
务，既创新了辖区单位参与
社区建设的路径方式，凝聚
了专业力量，也很好地对接
了社区居民服务需求，可谓
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

共建共治有平台，让合作
更有力———多方的资源力量
“统起来”

“五力引航 ”计划非常
注重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多
元主体参与和协作共治，这
是基于新时期社区治理的
复杂性和难度提出的，任何
一种单体力量已很难解决
基层治理难题，也就需要整
合不同政府部门、各类社会
组织、社区两委、辖区单位、
社区居民以及相关专家学
者等行动参与和协作共治。

“五力引航 ”计划秉承
共治理念和“专业的组织做
专业的事”的原则，在不同
层级形成了样式多元的共
同体组合， 形成了发挥实际
作用的区级社区治理专班、
街道社区治理专班、 试点社
区项目团队等，具体表现在：
一是区委社工委区民政局、
街道工委办事处、社区两委
等区、街、社区三级联动，以
及专业社会组织的项目运
作和专家学者的观察研究，
这是一种较为丰富的多元
共治场景；二是在试点街道
和社区项目落地过程中，根
据实际需要引入在某一方面
有专长优势的社会组织提
供技术支持，整合辖区单位
资源参与社区治理服务，引
入专业性强的公司企业参
与专项事务。

(本文系北京社会管 理
职业学院资助项目 “新时代
老 城 区 社 区 治 理 的 困 境 挑
战 、 基本经验和未来发展 ”
的 部 分 成 果 ， 课 题 编 号
SGYYB202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