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柔肩担重任、初
心印民心，创建了“七色
花”党建品牌，打通服务
群众最后一米；她铁脚
板走出百姓路，小巷里
唱响协奏曲，组建了在
职党员、商户联盟、应急
救援、社企共建等12支
“七色花”志愿服务队，
锻造了一支召之即来
的党员队伍，让“七色
花”花开遍地、香溢满
园……她就是经开区
明湖办事处亚太社区党
支部书记范晓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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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群一心滋养“七色花”之根

亚太社区有位 75岁的贾大爷，是有名的“犟筋大爷”。3
年前，因小区年久失修的坑洼路，他堵过社区的门。范晓静思
考：“群众有怨气，我们就难有底气。要想消除群众怨气，就要
听听群众的心里话。”

听说老人爱听戏，范晓静就到小区戏曲角等老人，拉拉家
常、聊聊天。两个月下来，关系近了，她也成了老人中的“闺
女”。与此同时，她多方协调，促成立项开工。路修好了，老百
姓叫好了，大爷的热情劲儿点燃了。

疫情防控期间，贾大爷一马当先连续 36天卡点值守，群
众来了他在、群众走了他还在，昔日的“犟筋大爷”变成了如今
的“卡点大爷”。

群众怨气少了，心气顺了，干群一条心的风气形成了。去
年郑州遭遇特大暴雨，社区 327名党员组成抢险救援队，31
处地下空间无一进水；今年3月疫情卷土重来，范晓静始终牵
挂着 135名独居老人，12支志愿队主动请战，上门服务，无一
遗漏；6月高考，53名老大哥自备车辆，顶着 40℃高温，为 89
名学子爱心护考……上下同欲者胜，风雨同舟者兴，只有干群
一心，“七色花”治理模式才能真正扎根沃土。

环境整治呵护“七色花”之蕾

社区西边有段十七里河，总长 1600米，以前是出了名的
“臭水沟”，夏天苍蝇满天飞，黑臭污水到处流。污染在水里，
根子在岸上。想要治好，涉及部门多，协调难度大。可小小社
区如何撬动大资源？于是，范晓静想到了老党员们，召集了以
郑州海关前工会主席刘素娥为代表的40名党员建言献策，社
区与规划、水利、环保等6部门精准对接，经过286天的努力，

昔日的“臭水沟”变成了如今的“幸福河”。
环境美了，心情好了，群众也就笑了。滨河公园成了新的

打卡地，刘阿姨也成了社区文化活动的带头人，先后组建了
“夕阳红”歌唱团、舞蹈队、葫芦丝协会等团队，既丰富了老年
生活，也让社区的邻里关系更加和谐。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香满园，社区环境整治年年迈上
新台阶，2019 年，22天清理私搭乱建 30户 5000 余平方米；
2020年，3天清除卫生死角；2021年，优化车位规划，新增2100
个停车位。

剂剂“良方”助“七色花”绚丽绽放

朝凤路是经开区第一条商业街，1100 米老街集中了
大小 120 余家商户，夜市经济繁荣。但随之而来的占道经
营、无序摆放、油烟笼罩等“城市病”，居民怨声载道。如
何破局，形成良性循环？唯有变“他治”为“自治”。

建立自治联盟、签订文明公约、实施商户轮岗、形成“优质

商户”评选机制……范晓静带领社区工作人员开出一剂剂“良

方”。经营风气好转，客流量逐渐攀升，朝凤路昔日的“火药

味”变成了如今的“烟火味”。

“民生实事‘怎么办’、辖区资源‘怎么用’、社区支部‘怎么

领’，是我长久思考和实践的课题。”范晓静说。最终，通过多

方调研和实践，她探索出了一套符合亚太社区实际，以党建引

领各项工作发展的工作治理模式。以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治

安良好、生活便利、人际关系和谐、文化丰富、环境优美为工作

载体，细化为群众服务的各项措施，做到事事有人管、服务零

距离。让亚太社区这朵“七色花”伴随着人、路、河、桥、街提质

增效，植根群众沃土，美丽绽放。

本报记者 李娜 通讯员 孔琳

共建共享老城区破茧成蝶

改善居住环境一直以来都是老城区居民热切期盼的
事儿，在管城区委区政府“六街六片区”城市更新改造工
作中，平等街社区把支部建在改造一线，把党旗插在项目
现场，将“一征三议两公开”工作法贯穿改造全过程，召开
小板凳议事会 60余次，收集采纳群众建议 2000余条，改
什么、怎么改，群众说了算。

在片区改造中，注重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在
拆违遇到阻力时，小区党员凤春阿姨主动站出来：“放心
吧，书记，我是党员我带头，先拆俺的车棚。”自建的小车
棚拆除了、私开设的后门封上了、杂乱的电线剪掉了，经
过近 280天的努力，一个崭新的平等街片区展现在大家
面前。

去年以来，中央、省、市领导到平等街社区视察调研
200余次。社区的同事说：“走在焕然一新的街道上，看到
群众脸上洋溢的笑容，我们流的汗水与泪水，值了！”

红色物业保障无主管楼院长效治理

面对老旧小区改造后的治理难题，社区摸着石头过
河，在全市率先成立了公办物业西美公司，进行市场化运

作，对无主管楼院进行托底管理。
南大街68号院原有物业服务质量差、垃圾成堆，群

众怨声载道。社区和西美公司提供了“先尝后买、路院
共治”服务，小区环境美了，秩序好了，两个月就赢得居
民的支持和认可，物业费收取率达到96%。

科技赋能 提升智慧社区服务水平
自开展党建引领网格化基层治理以来，打造了平等

街智慧社区平台，将智慧党建、智慧城管、智慧哨兵、智慧
安防等通过数字孪生系统，整合并呈现出来，让老城区居
民也享受到了现代化科技服务。通过智慧大屏预警高空
抛物、明火明烟和独居老人安全等问题，第一时间响应解
决。砖牌坊1号院李大爷家智能门磁两天未开门，系统
发出了预警，张斌马上到李大爷家了解情况，并通过智慧
平台联系到李大爷的女儿，最终解决了问题。

扎根社区11年，无论经历何种挑战和困难，他始终
不忘为民初心，以“困难再多不畏惧，压力再重不低头，
挑战再大不退缩”的精神鼓励自己。接下来，张斌将结
合“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以争创“五星”支部为动力，
砥砺前行、加压奋进，做出更加优异的成绩。

本报记者 李娜 通讯员 孔琳

庆七一庆七一展风采展风采亮赛比亮赛比创五星创五星
全市第二届全市第二届““十佳十佳””村村（（社区社区））党组织书记风采党组织书记风采

“七色花”香溢满园
——访经开区明湖办事处亚太社区党支部书记范晓静

筑牢城墙根下的红色堡垒
——访管城回族区西大街街道平等街社区党总支书记张斌

范晓静（中）和社区工作人员沟通协调工作（资料图片）
张斌（左）以身作则，和群众一起劳动（资料图片）

“面对老旧小区改造后的治理难题，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在全市率先成立了
公办物业西美公司，进行市场化运作，对无主管楼院进行托底管理。”说起这两年
平等街社区的变化，管城回族区西大街街道平等街社区党总支书记张斌如数家
珍。短短两年时间，改造后的街道变成了全市知名的“网红”打卡地。

我市全力推进新型公共文旅空间建设
79座城市书房洋溢书香 首批8个小剧场投入运营

本报讯（记者 成燕）首批 8个小剧
场吸引观众；79座城市书房洋溢书香；
全市已建立图书馆分馆341个、文化馆
分馆 186 个……记者从昨日举行的
2021年度河南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绩效工作汇报会获悉，近年来，郑州
积极推动新型公共文旅空间建设，一个
个环境优雅、业态创新的公共文旅空间
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吸引众多市民
沉醉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

据了解，郑州持续大力推进公共文
化服务高质量发展，不断巩固提升国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新发展成
果，努力构建与国家中心城市相适应的
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目

前，黄河国家博物馆等 13个项目加速
推进；郑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
项目正在进行立项评审。

近年来，郑州还积极实施“一区一剧
场”行动，出台《关于促进小剧场演艺发
展的意见》，制定支持小剧场演艺产业发
展的补贴政策，首批8个小剧场已投入
运营。小剧场以“小而美”的公共文化空
间、灵活的演出方式、精彩的服务内容、
实惠的观演价格，满足多层次人群的文
化需求，尤其受到青年群体热捧。

此外，郑州还持续推进城市书房建
设，截至目前，全市已经建成城市书房
79 座，馆藏图书达 45万册，开展活动
4589 场次，接待读者 281 万余人次。

亲子阅读、绘本课堂、阅读分享、周末观
影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受到市民欢迎。

在打造文化旅游产业区方面，集时
尚、休闲、娱乐、旅游等多功能为一体的
郑州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二砂文化创
意园区、瑞光创意工厂、平等街等文化
园区、街区功能进一步优化完善，为城
市注入浓郁的文化气息。由社会力量
参与建设运营的本源书院、和中美术
馆、山海美术馆、彩虹盒子美术馆等100
多处公共文化设施成为城市文化的新
亮点；市戏迷协会、群创志愿互助中心、
绿城书院等16家社会文化组织常年举
办展览、参与社区文化志愿服务，成为
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生力军。

与此同时，郑州全力推进县级文化
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提升全市乡镇
（街道）文化站等基层文化阵地的服务
效能。截至目前，全市已建立图书馆分
馆 341个、文化馆分馆 186个，形成“图
书资源互联互通、品牌活动互鉴互赏”
的局面。多家图书馆通过举办阅读推
广、公益讲座、展览展演等活动，进一步
激发群众文化活力。

据悉，今年，郑州将紧紧围绕公共
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中的重点领域、关
键环节和瓶颈问题，厘清思路、科学谋
划、主动作为、补齐短板，让公共文化发
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为加快建设国家
中心城市提供有力支撑。

“童心向未来”
公交智慧出行体验夏令营开营

本报讯（记者 张倩）7月 4日，郑州
快速公交公司“童心向未来”公交智慧
出行体验夏令营正式开营。

当日，在快速公交公司位于众意
路、如意河西二街交叉口的自动驾驶公
交场站——智慧公交出行体验基地，举
行了“童心向未来”公交智慧出行体验
夏令营开营仪式，参加开营仪式的孩子
们穿着印有“郑州市总工会”“郑州公
交”标识的白色T恤，排着整齐的队伍，
开启了精彩的夏令营之旅。

随着“一健发车”指令的发出，孩子
们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来到采用“太
空舱”设计 0号站台，开始了本次的体
验。在去往金融岛的路上，孩子们认真

地倾听了讲解员的精彩讲解，了解 5G
智慧公交以及关于金融岛的设计理念
的故事。

“老师，这岛上怎么没有车呀？老
师，现在是无人驾驶吗？”对小朋友们
提出的问题，讲解员一一详细地进行
了解答。

“老师，太开心了！”“老师，我喜欢
这份惊喜！”“老师，今天让我大开眼
界！”随着活动接近尾声，孩子们一个
个流连忘返，纷纷爱上了此次夏令营
之旅。

“童心向未来”智慧公交出行体验
夏令营已经开营，郑州快速公交欢迎更
多的小朋友们前来参与体验。

“玩转篮球快乐收获”
社区“五彩假期”夏令营开营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王
晓）为丰富社区少年儿童的暑期生活，
拓展孩子们的视野，锻炼孩子们的身
体，提升孩子们的善动脑、勤动手的能
力，7 月 5 日，中原区建设路街道计划
路社区开展了“五彩假期”系列夏令营
活动。

本周的活动主题为“玩转篮球 快
乐收获”。活动一开始，计划路社区志
愿者在孩子们面前“秀”了起来，花式运
球、飘逸拉杆、急停跳投，瞬间就吸引了
孩子们。“篮球又好玩又炫酷，常打篮球
既能锻炼身体，还能助长高，非常适合
你们。”志愿者讲解道。

由于参与活动的孩子们年龄幼小，

经过热身后，志愿者又带着孩子们跳起
了篮球健身操。讲解循循善诱，用孩子
的语言给孩子们传授技艺、鼓劲加油，
老师讲得生动，孩子们听得认真，跳得
也非常投入。

“虽然天气比较热，孩子出了一
身汗，但他今天特别开心，这比在家
里 吹 空 调 玩 手 机 看 电 视 有 意 义 多
了，听说社区后续还有这类活动，我
还会带孩子来参加。”一位家长兴奋
地说道。

据了解，此次活动只是计划路社区
“五彩假期”暑期教育实践活动之一。
该社区还将开展棋类、绘画、手工等活
动，助力丰富孩子们暑期生活。

上图 昨日，五一公园的紫薇竞相开放，紫色、红色、粉色、白色……地栽品种、老桩盆景、
立体花坛等造型各异，10余个品种、5000余株紫薇为夏日风景增添了一缕奔放的色彩。

左图 昨日，正在郑州植物园举行的“绿满商都 花绘郑州”向日葵花展上，黑天鹅、活力
橙、红宝石等29个品种、3万余株观赏向日葵绚丽开放，最高的近两米，最低的不过30厘米
左右，黄色、淡黄色、橙色、黑红色……色彩丰富，大小不一，吸引了众多市民赏花拍照。

郑报全媒体记者 马健 摄

花开盛夏
全心为民办实事修缮房顶暖人心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刘学

馨）“虽然只是小小的‘瓦片’，温暖的却
是群众的心！”昨日，家住郑东新区如意
湖办事处绿城百合小区的居民们，提起
社区办的实事纷纷点赞。

记者了解到，绿城百合小区的屋顶
天井盖遭受去年大雨浸泡，给顶层居民
带来渗水困扰，汛期来临之际，为了彻
底解决小区居民房屋顶漏水问题，绿城
百合社区联合物业服务中心对小区屋
顶漏雨的顶层天井盖进行全面修缮，保

养屋顶。因屋顶楼层高、间距跨度大，
工作人员在系好安全带、绑好安全绳，
做好安全防护的前提下，小心翼翼地将
天沟地漏口的落叶、碎石等细小杂物清
理干净，对扫帚无法够到的小角落，就
蹲下用手一点一点清掏干净，确保天台
地漏不堵塞、不积水，之后换上崭新的
天井盖，为居民盖上遮雨的“瓦片”。“困
扰我们多年的屋顶漏雨的问题终于解
决了，心里也舒坦多了，非常感谢师傅
们的辛勤汗水。”小区居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