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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一“约吧”，带来大变化。在
东丽区海颂园社区，一间不足20平方
米的“海颂约吧”内，党员干部在和社
区百姓的一次次“约会”中，解决了一
件件百姓关心的“小事情”，讲清了为
民服务的“大道理”，为城市铺就了最
温暖的幸福底色。小小的“约吧”缘何
有这么大的能量？让我们一起，到海
颂园社区去走走、看看。

小小“约吧”，约出了啥？
海颂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内，一

间不到 20平方米的小屋，就是“海颂
约吧”。一排沙发、一张小小的玻璃圆
桌，就是“约吧”的全部家当。房间干
净整洁，窗口摆放着几株绿植，给这间
“约吧”增添了不少温馨的气氛。

从去年8月成立至今，东丽区委组
织部、区委政法委、区民政局等各相关
职能部门到这“约会”的党员干部已达
100多人次，涉及十几个部门，解决各
种事项30多件。

小小“约吧”，到底约出了啥呢？

约出了资源优化、民意畅通
“约吧”虽小，却承载着多种功

能。“矛盾纠纷调处约，约家长里短；社
情民意汇集约，约协商议事；干群关系
联系约，约交心交友；文明风尚传播
约，约唠知心嗑……”社区“一肩挑”王
芳，如数家珍般向记者介绍。当然，最
重要的，还是“约吧”的议事功能，这里
是社区 4584 户居民和辖区内各相关
职能部门的重要沟通渠道。

提及“约吧”成立初衷，“吧主”王
芳颇多感慨：海颂园社区是由原六个
村拆迁后组成的还迁安置房小区，昔
日的村民搬进楼房后，面临着就业、教
育、社会保障、困难救助、生活方式转
变等一系列问题，给刚刚变身为居民
的村民带来很多不适应，也给社区治
理带来了很多新课题。“原来住村里，
生活成本低，搬进楼房后，吃棵葱都得
掏钱买，更别说煤水电、物业费、停车
费了。刚搬进楼房的时候，村民有事
还是习惯找‘大队’，物业费也有三年
减免政策，所以矛盾还不凸显。”物业
经理赵德强曾是原潘庄村的村委会主
任，对村民的生活习惯和想法一清二
楚。2020年 6月，王芳到海颂园社区
任“一肩挑”，当时正赶上公共服务事
项移交社区，物业费减免政策到期、新
一年的物业费收缴，各种矛盾交织在
一块，一下子给她来了个“下马威”。
“上班头一天，社区居民一下子来

了几十口子，愣是把本来挺宽敞的党
群服务中心给挤了个满满当当，甚至
还有人‘现场直播’，没来的居民也通
过业主群里的照片认识了我。真没想
到，刚上班就在社区里出了名。”王芳
苦笑着说。过去居民有事习惯去街里
上访，或者打“8890”举报。上访的老
百姓带着气，职能部门也无从下手，如
此反复折腾不仅不容易解决问题，还
影响了相关部门的正常工作。反映的
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也让社区居民
的积怨越来越深。如何整合起各方资
源，进一步畅通居民的诉求渠道？王
芳苦苦思索，寻找工作的切入点。
“其实很多矛盾，都是因为沟通不

畅造成的。既然如此，我们能不能变
居民‘上访’为干部‘下访’，把居民和
相关职能部门约到社区里来，坐在圆
桌前解决问题？”王芳把目光瞄向了党
群服务中心的矛盾处调室。“‘约会’要
比‘调解’更令人愉悦，那就叫‘约吧’
吧。”“居民有诉求、有怨气、想谈心，我
们就把他约到‘约吧’来，职能部门的
干部到‘约吧’和群众‘约会’，也能在
第一时间对矛盾纠纷做出反应，不仅
畅通了群众诉求渠道，疏解了群众怨
气，还实现了和居民群众的零距离接
触，对矛盾纠纷形成了源头治理和动
态管理，一举多得。”

别看“约吧”刚成立半年多，可解决
了不少大问题。海颂园社区是还迁小
区，居民习惯在楼道里加装“二道门”，
虽经居委会和物业反复做工作，仍有部
分居民不按规定拆除。为此，王芳将街

道主管领导、消防队、执法队、物业公司
和相关居民一起约到“约吧”，针对此类
事项商定合理解决方案。

房门打不开，如何灭火施救？“约
吧”里，执法队、消防队向居民普及消
防安全知识，讲解火灾事故中因加装
铁门，加大火险救援难度、堵塞生命
通道的案例，强调加装“二道门”带来
的消防安全隐患，最终得到了居民的
同意，将“二道门”顺利拆除。“以前我
们没少给居民做工作，可大家都互相
‘摽’着，你不拆我也不拆，导致问题
一直悬着。没想到有了‘约吧’，不用
我们去职能部门来回跑，大家坐一起
就把事儿给办了。”物业经理赵德强
如是说。
“二道门”拆了，社区和居民之间

的隔阂也没了，“约会”仍在继续。一
次，王芳在和居民李姐“约会”时得知，
她家孩子上学补课有困难，而且社区
大部分居民为农民家庭，生活不富裕，
补课也给生活增加了额外负担。王芳
告诉李姐，社区引进教育机构入驻，对
小区居民有惠民政策，可以免费为其
孩子补课，让李姐一下子喜出望外，直
呼“没想到‘约吧’还能解决自己家里
的大事，真是约出来了人情味。”
“过去大伙有问题习惯反复打

‘8890’，‘8890’再给我们派单解决，
一个礼拜光反映问题报告单就得接个
五六件，最近几个月基本没有了。”社
区居委会副主任范丽丽告诉记者。如
今，社区居民有事办、有话说都习惯到
“约吧”来，“有事不出社区就能解决，
再也不用东奔西走了”。

今天的“约吧”是有形的，它既可
是一间小小的办公室，也可能是一个
APP，或是小区里的一条长椅。“约吧”
也是一种理念、一种机制，它植根于党
员和社区居民的心里，就像是一双无
形的手，牵起了各方资源，提升了党员
干部服务群众的本领，密切了党员和
群众的关系。

约出了百姓心气顺
“什么？王大爷和李大爷又闹不

开心了？你把两位老人请到‘约吧’
来，我叫上片警，咱们一块儿给说和说
和。”撂下网格员打来的电话，王芳匆
匆赶到“约吧”。

辖区内的两位住户王大爷和李大
爷原本是老邻居，可一直以来邻里关
系都处得不太好，这一次两家为一点
小事彻底翻了脸。“两位老人岁数都
不小了，万一情绪太激动出什么意
外，矛盾可就激化了。”王芳边走边思
忖着今天这事该怎么解决，不由得加
快了脚步。

到了“约吧”，王芳马上了解了事
情的经过，带着社区工作人员先劝住
了双方，又向辖区民警咨询相关政策，
经过反复沟通协调，终于“磨”出了一
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王芳劝
王大爷：“您看李大爷都70了，身体还
不好，咱就不跟他计较了。”接着又对
李大爷说道：“您消消气，都说远亲不
如近邻，今天咱定了解决方案，以后您
也不吃亏了。”就这样，只言片语间，一
桩邻里纠纷就被调停得当。
“‘海颂约吧’调解的事件大多是

社区里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可就是
这些小事，经常让双方吵红了脸。”看
着两位老邻居重新握手言和，王芳心
里的石头也落了地，“社区要和谐，矛
盾先化解。我们把居民请到‘约吧’
来，就是为了弄清问题根源，把矛盾纠
纷敞开了谈。”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海颂约吧”
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了社区居民们
的信任，将一个个微矛盾、微纠纷化解
在群众的家门口。

不仅仅是海颂园社区，近两年来，
东丽区创新发展“枫桥经验”，103个
社区“大党委”正逐个结合自身优势，
以提高为民服务水平为目标，积极打
造“社区矛调中心”，实现了“小事不出
社区，矛盾纠纷不上交”。
“说起来，我们‘海颂约吧’应运而

生，还是借了东丽区基层精细化治理

战略的东风呢！”自2019年起，东丽区
大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基层精细化
治理目标，依托东丽区党群网格大数
据智慧平台，实现了服务职能全面整
合、“社区民警+网格员”捆绑入户常态
有效、问题处置及时快速、关爱帮扶全
面覆盖的目标，构建起抓两头、带中间
“一网统管”的精细化基层治理体系，
以“特殊”和“关爱”两类群体为抓手，
开展基层治理“精细化”实践，为需要
关怀的重点人员提供精准的关怀服
务，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赞誉。

家住海颂园社区的刘桂琴奶奶今
年已经80岁高龄，身边没有亲人照顾，
平日买菜买药都是由社区网格员代劳
的。这几年随着年龄增长，老人的身体
越来越差，独自生活也越来越吃力，便
和社区说了自己想找一家有医养结合
资质的疗养院以房养老的心愿。

在得知老人的心愿后，王芳等人立
即联系了东丽中医院和天津市骨科医
院进行病情诊断，同时通过“约吧”，将
万新街道公共服务办相关负责人约到
老人家中，进一步了解老人情况及具体
需求。

随后，海颂园社区相继将东丽区民
政局、万新街道、司法所、派出所、律师
等多方人员陆续约到“约吧”，对刘奶奶
的养老事宜进行详细的讨论研究，最终
在东丽区找到了一家令刘奶奶满意的
养老院。

2020年 9月 30日，在东丽区民政
局、万新街道、派出所等部门及海颂园
社区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养老院派出专
用车及专业护理人员将刘奶奶接到养
老院安度晚年。

一网兜尽民生事。东丽区精细化
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兜起了百姓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增强了基层组织的凝
聚力，赢得了群众的信赖。如今的海
颂园社区，民气顺了、民风正了，各种
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邻里间交
流增多，居民们的心被“拢”到了一起，
共享幸福的社区新生活。

约出了政府公信力
社区基层干部开展工作最怕啥？

怕讲话没人听、承诺没人信、办事没人
跟，党群干群之间就像不匹配的螺母与
螺钉，总也拧不到一块儿去。

社区群众最怵头啥？莫过于为遇
到的烦心事、闹心事跑断腿、磨破嘴，来
来回回被推诿，渐渐跑掉了耐性，跑出
了失望，更跑寒了心。

在海颂园社区，上述这些基层治理
过程中常见的痛点和难点，正逐渐被有
效破解，而解题的突破口正是该社区创
新推出并日臻完善的“海颂约吧”机制。
“嘀嘀嘀……”2020年 5月的一天

深夜，海颂园社区网格员宋学伟的手机
突然响个不停，刚准备休息的他赶忙拿
起手机一看，原来是36号楼的“居民连
心群”传来的消息：一位居民反映楼下
正在施工的地铁工地噪音太大，影响了
自己的正常休息。宋学伟还没来得及
作出回应，群里瞬时就“炸开了锅”，其
他居民也跟着七嘴八舌“吐槽”起来，纷
纷表达自己的不满。
“可不是吗，这都几点钟了？大半

夜还在施工，最近天天如此，还让不让
人睡了！”
“白天施工也就算了，晚上也没完

没了，家里老人刚出院，根本休息不好，
身体怎么能恢复？”
“眼瞅就快高考了，这动静让孩子

怎么安心复习啊？耽误了考试谁负
责？这事儿网格员你得给解决，赶紧让
他们停下来！”

………
群里你一言我一语，随着对话框

里的内容不断刷新，大伙儿的言辞也
愈发激烈。几十条信息裹挟着居民们
渐趋激烈的负面情绪向宋学伟袭来，
让他有些措手不及。居民的事就是网
格员的事，一刻也不能耽误，但这件事
对于小小的社区网格员来说，显然有
些复杂。
“无论如何，一定要作出妥善回

应，先稳住大家的情绪。”想到这里，

宋学伟一边安抚着居民，一边思考着
对策。在他工作用的“社区 E通”应
用程序上，有专门的知识库，遇到此
类情况该关注施工单位哪些资质，又
该如何协调处理，这些内容都清晰地
写明了。“按照工作指南，我联系到了
地铁施工方的项目经理，先询问他们
是否存在夜间施工的情况，有没有夜
间施工许可证，能否把施工的噪音降
低。对方给我发来了一份夜间施工
许可证的照片，并承诺会重新安排作
业时间。我把获取到的所有信息第
一时间转达给了居民们。”宋学伟的
“第一步棋”出手漂亮，微信群很快便
安静了下来。

风波并未就此平息。没过两天，
宋学伟又接到了 32号楼一户居民的
电话，对方称地铁施工方野蛮施工，把
自家厨房的一块钢化玻璃给震碎了。
宋学伟赶忙来到这户居民家中核实情
况，发现确实有块玻璃裂成了蜘蛛网
状，他安抚对方：“您别着急，我去给您
想办法。”

王芳了解到此事后，立即联系到
该地铁项目部党支部书记逄增荣，把
他请到了“约吧”，先来了一次“书记对
书记”的直接对话。随后，逄增荣带着
施工人员赶到居民家中仔细查看了现
场，诚恳地向对方表示：“目前这些大
型设备就在居民楼附近施工，多少会
对咱们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一定
影响。咱也不用分辩是谁的责任了，
我们会尽快为您家更换一块新的玻
璃，这事儿咱说办就办。”

宽一户居民的心不算难，要让所
有受影响的居民都心宽气顺，不是件
容易的事。

在日常走访中王芳了解到，针对
地铁施工扰民这一问题，社区已有不
少居民自发组建了一个议事微信群，
每天“聚”在里面讨论各种对策，甚至
已经准备好拉上抗议横幅到施工现场
去“闹一闹”。
“这怎么行？咱们一定要把工作做

在前面，决不能让事态进一步扩大。”王
芳一方面安排宋学伟抓紧时间逐户统
计受施工噪音影响较大的几栋楼里究
竟有多少体弱多病人员、老人及面临中
高考的学生，另一方面通过街道吹响了
“哨声”，请东丽区的环保部门、公安部
门以及地铁施工方上门报到，并请来了
几名居民代表，几方齐聚“约吧”，促膝
而谈，共同研究解决办法。

王芳开诚布公：“我们支持城市建
设，建成通车后我们社区居民最先受
益，但我们更要保证施工期间居民的生
活不受影响。”

逄增荣也作出表态：“感谢社区党
委和广大居民对我们项目建设给予的
大力支持和理解，我们也一定全力配合
社区做好居民的安抚协调工作！”

这样的“圆桌会”气氛融洽，看不见
面红耳赤的你争我辩，有的只是坦诚相
见与推心置腹。

最终的“谈判”结果也富有成效，地
铁施工方表示将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管
理及机械设备的保养，采取必要的降噪
措施，同时明确承诺在每晚10点后及
中高考期间停止施工。他们还专门购
买了米面油等慰问品，与社区工作人员
一起对受影响较大的两栋楼的百余户
居民逐家走访，得到了这些居民的理解
与认可，有居民代表为此向地铁施工方
送上了一面锦旗。

通过这件事的妥善处理，“约吧”也
进一步在社区居民心中扎下了根。海
颂园社区与地铁施工方就此“不打不
相识”，双方党组织在原有共建关系的
基础上，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地铁
施工方定期参加社区党日活动，听取
社区党员群众的建议和意见，并向居
民宣传在建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意义。
不仅如此，他们还出资与社区共同打
造了社区便民活动厅，用于丰富广大
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居民交口称赞。

小小“约吧”，约到党群中心来，约
进社区百姓家，约出了海颂新风尚，更
加深了海颂党群情。

海颂居民有话说：有了“约吧”这
个平台，不用再担心有难没处解、有苦
没处诉，大事小情都能在这儿得到及
时解决，这个“约吧”，我们信赖！

网格员有话说：自从有了“约吧”，
我们帮助居民解决问题更有针对性和
抓手，工作起来更有效率，也更得心应
手。居民对我们也渐渐信赖、亲热起
来，过去我们上门办事或做宣传，有的
住户门都难敲开，如今在小区里碰上
了，要拉我们上门做客呢！

群众利益无小事，群众诉求无小
事。新形势下我们要做好群众工作，
有效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促
进社会和谐，筑牢干群关系的信任基
石，还需要不断探索新路，进一步畅通
群众诉求的表达渠道，着力提升发现
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及
时应对和有效解决群众遇到的困难，
切实提高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约出了“以心换心”的正能量
寒假期间，位于东丽区海颂园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二楼的社区活动教室
一间都没闲着，这间教室里老年合唱

队在引吭高歌，那间教室里书画爱好者
在挥毫泼墨，再往前走是社区幼儿绘画
班的娃娃们在上美术课……在二楼的
最里间教室，一位女士正在为社区的中
小学生介绍着“电从哪里来”“声音是如
何传播的”等科普知识，她边讲解边演
示教室内的科普器材，绘声绘色的讲
解、生动直观的演示让学生们大开眼
界，纷纷表示下周还要来参加科普知识
学习。

这位主讲人叫刘玉辉，今年四十出
头，既不是教师，也不是科技爱好者。
她曾是社区里有名的“上访户”，如今却
作为“海颂科普大使”承担起向中小学
生传授科普知识的重任。到底是什么
力量让刘玉辉完成了从昔日“上访户”
到今日“海颂科普大使”的转变呢？
“闹得最凶的时候，她曾带着社区

居民挤满社区服务大厅，很是让人头
疼。”谈起早些年海颂园社区的信访问
题，王芳依然记忆犹新。

其实，刘玉辉的问题并不是纯粹的
个人问题，她本是个热心肠，关心关注
的也多是村民（居民）的切身利益问
题。之所以过去会带着居民多次上访，
就是因为当时的诉求表达渠道不通
畅，居民看不到解决问题的希望。

对于刘玉辉反映的问题，仅凭社
区一己之力是无法解决的。王芳先将
此事向街道领导汇报，并带着领导到
实地察看，再商量具体解决办法。此
后，她一趟趟到刘玉辉家中去沟通解
决办法，一次次约刘玉辉到“约吧”来，
向她汇报解决问题的进度，直到最后
圆满解决了问题。“没想到，事情真办
下来了，我很满意！社区对我们太重
视了，一点儿都没想到。”困扰多年的
问题终于得到解决，刘玉辉的兴奋溢
于言表，“我搬进小区四年了，之前都不
知道社区党委、居委会是干什么的。只
有需要解决问题的时候，我才会想到社
区党委、居委会。可王芳书记来后，不
但上门了解我们大家的需求，还真心实
意地帮大家解决问题，每天忙里忙外，
把社区党委、居委会办成了我们居民的
‘家’，我现在有事没事都愿意往‘约吧’
看看来。”

就这样，从撂下过无数狠话的“上
访户”到如今能和社区干部敞开心扉，
刘玉辉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其他居民
做出了示范。这一事件的解决，也直
接改变了一些“上访户”对社区党委、
居委会工作人员的态度和看法，社区
党委书记王芳也由“局外人”变成了
“主事人”，“上访户”也愿意到社区居
委会“打开天窗说亮话”，表明自己的
诉求了。
“我们把这些‘上访户’列入必访对

象，得空了就上门谈心交流，帮助他们
解决困难。实在没空，就把他们的需
求记下来，跟街道领导报备，再请街道
领导协调相关职能部门领导约定时
间，在‘约吧’见面详谈，以促成问题解
决。”王芳介绍。在社区“两委”及网格
员的努力下，对于有着合理诉求的群
众，社区联合街道干部全力帮助解决；

针对诉求不合理的群众，则采取面
对面谈心方式，将一些无中生有的
信访问题抑制在萌芽状态。

除了刘玉辉，以前海颂园社区
里的“上访户”还有不少，像赵桂忠、
王家跃等，过去都是随叫随到的“上
访户”。他们组织力、表达能力强，
又热心居民事务，如果能把他们组
织起来，成为社区党委、居委会的好
帮手，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刚
刚尝到“约吧”甜头的王芳，又冒出
了组建社区志愿者队伍的想法。

打铁得趁热，说干就干。当王
芳与社区“两委”成员统一思想后，
第一时间约赵桂忠、王家跃、刘玉辉
到“约吧”面谈，并征求他们参加志
愿者队伍的意见。没想到的是，这
三位“资深”的“上访户”一致同意加
入社区志愿者队伍，并根据各自特
长被分派到不同志愿服务团队。赵
桂忠能说爱唱会主持，参加了老年
表演队，平时义务为社区居民奉献
文艺演出；王家跃为人最热心，参加
了为民服务队，经常给社区老年居
民送菜送药；刘玉辉最年轻，也有一
定知识基础，当时正赶上社区兴建
科普阵地，刘玉辉就自告奋勇承担
了科普讲解员的工作，完成了由“上
访户”到“海颂科普大使”的转变。

2020 年 10 月 12 日，海颂园社
区志愿者大会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举行，首批80余名社区志愿者参加
会议，其中不少人是曾经的“上访
户”，可今天他们都有一个时尚而又
响亮的称谓——志愿者。王芳在向
大家介绍了今后社区志愿者的服务
内容、服务要求后，专门请赵桂忠和
刘玉辉两位志愿者代表发言。

赵桂忠那天很激动，除了向社
区党委、居委会表达信任与感谢外，
还谈了自己对社区党委、居委会的
认识和转变过程，希望大家都发挥
出老年人的光和热，带动更多的居
民参与到志愿者队伍中来，为海颂
园社区贡献一份力量。刘玉辉则为
大家讲述了自己从一名“上访户”到
“海颂科普大使”的思想、行为转变
历程，畅谈了自己成为志愿者后在
为居民服务过程中的成就感获得感
幸福感，并且对街道主管领导及社
区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希望有更多
居民参与进来共建和谐社区。

就这样，在社区党委、居委会的
倡导、支持下，海颂园社区的各项工
作都逐渐步入正轨，越来越多的居
民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截至目前，社
区志愿者已增加到 140 余人，身穿
“红马甲”、臂戴红袖章的社区志愿
者和社区网格员在社区内随处可
见，他们以实际行动护佑着社区居
民的健康安全，提升着社区居民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如今，海颂园社区“我志愿，我服
务，我参与”的志愿服务热潮已逐步形
成，社区居民和党员干部们一起，构筑
起了社区治理的最大同心圆。

我和百姓有个“约会”
——“海颂约吧”探索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治理新模式

“海颂约吧”畅通社情民意沟通渠道

居民参与共建和谐社区

“约吧”虽小，却扭住了社区治理
中的痛点和难点，“约”来了资源整合
优化，“约”出了政府公信力，“约”出了
干群一条心，“约”出了共建共治共享
的基层治理新模式。区民政局负责人
表示：“‘海颂约吧’是东丽区坚持党建
引领基层治理，夯实党在基层执政根
基的创新举措，是切实解决城市化进
程中‘社区之表、农村之实’等难点难
题的积极探索，今年，东丽区将以此为
起点，扎实推进‘一居一品’建设，构建
东丽区社区治理新格局。”

方寸“约吧”见证党群情深。社区
党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如果没有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引领，没有“以
人为核心”全面城市化升级的导向，没
有“以百姓心为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自觉，就没有从“约吧”走出来的
愁容尽散的“上访”居民，就没有不断

涌现的主动牺牲个人时间、积极参
与志愿服务的社区志愿者，更遑论
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更加完善、居民
生活环境明显改善、城市文明程度
不断提升的“城市梦”。

诚然，“约吧”机制刚刚建立尚
在磨合之中，社区亟待解决的复杂
问题还有不少，这些都需要我们各
级党员干部特别是社区工作者拿
出真心真情真意、付出时间精力
体力，以“绣花”功夫推进社区精
细化管理。只要我们明确为民服
务的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不变，我们相信，未来会
有更多承载着党群干群深情的“约
吧”，以更新颖更丰富的形式出现
在津城百姓的生产生活中，书写出
更多党群齐心创造美好生活的新
时代奋斗故事。

方寸“约吧”见证党群情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