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风拂来， 碧草摇曳， 春天
的清晨， 很多居民在小广场上晨
练， 这时一阵读书声从居民楼传
来， 仔细听， 竟然是 《弟子规》。
有着这样和谐气氛的就是花园式
明星社区———顺义区宏城花园社
区。 然而， 要是退回到几年前，
这里还是环境在街道排名倒数的
老旧小区。

从老旧小区到宜居家园， 宏
城花园社区实现了华丽变身。 背
后的功臣， 不得不提社区党总支
书记、 居委会主任， 首都劳动奖
章获得者李霞。

为民办实事
居民把她当自家人

“哟， 我大闺女来了！” 70
多岁的毕大婶看到李霞进门， 赶
紧迎上去紧紧抱住她。 这次李霞
是来看望毕大婶的老伴儿。 老爷
子是退休干部， 经常义务帮社区
做事儿， 听说他生病了， 一直挂
在心上的李霞特意来看望。

小区里有一位80多岁的独居
老太太， 特别爱吃饺子。 李霞便
和志愿者一起上门为她包饺子，
并承诺她以后只要想吃饺子就
来。 从那之后， 每次老太太想吃
饺子打电话 ， 志愿者就上门服
务。 老太太逢人就说李霞的好，
说社区的好。

宏城花园社区共有22栋居民
住宅楼， 1004户2390人。 自从李
霞2009年来到社区， 为居民办了
很多实事， 她在社区设立了 “百
米服务圈”， 每个服务圈配备工
作人员， 做到居民百米内需求有
回应。 同时推行为上班族的在职
党员或居民提供在特定、 非工作
时间的预约式服务， 为行动不便
的老人或残疾人提供上门代买、
代办等 “私人定制化” 服务， 解
决了很多居民的现实困难。

像毕大婶和独居老太太一
样， 小区里很多居民看到李霞为
大事小情操劳， 都记在心上， 对
李霞有很深的感情， 居民们也把
李霞当自家人。 有一次李霞不小
心崴脚了， 就在走回家的一两分
钟时间， 好几位居民给她拿来药
品， 并嘱咐她要保重身体， 大家
都把她当自家人来保护。

推行居民自治
老旧小区变宜居家园

2016年4月 ， 宏城花园社区
75岁的高老师在微信朋友圈发了
题目为 “春天的花海， 幸福的宏
城” 的图文， 没想到， 这条信息
在朋友圈里火了。 很多朋友看到
高老师居住的社区环境优美如花
园， 都特别眼馋。

走进这个明星社区， 墙面粉

刷一新，道路干净整洁，广场宽敞
设施齐全，博物馆、阅览室、舞蹈
室提升社区文化气息……居民说
起小区的变化都十分感慨。

“我们是老旧小区， 以前道
路凹凸不平， 连一个休闲娱乐的
地方都没有 。” 社区王阿姨说 ，
李霞上任后开始一轮大改造。

李霞走进社区2400多位居民
家中调查， 并多次征求物业公司
意见。 两个月后， 李霞梳理出了
11项改造工程。 她争取到旺泉街
道工委百余万资金 ， 对西餐教
室、 政务服务大厅和遗留问题15
年之久的中心广场进行全面升级
改造 。 物业公司也被李霞所打
动， 出资为社区完成了11项改造
工程， 宏城花园社区成为顺义区
景观改造的样板社区。 从南门到
北门还建成一条文化大道， 把传
统文化故事做成漫画展示， 给居

民以文化营养。
为了维护社区环境， 2014年

宏城花园社区修订了居规民约，
推行居民自治。 “居规民约想推
行下去， 必须要体现居民自己的
想法。 大家共同遵守， 最后才能
服务大家。” 李霞说。 居规民约
的推行后， 果然效果显著。 大家
都有了家园意识， 见到垃圾主动
捡起来放进垃圾箱， 看到有人折
花也会上前劝阻……

“楼栋熟人圈”
让社区变成大家庭

前几天， 宏城花园小区一位
住一楼的居民出门忘了拔钥匙，
楼上的邻居下楼看到了就把钥匙
拔下来送到居委会。 这样互助的
小事， 如今在社区里比比皆是。
一栋楼里住的邻居都很熟， 平时
出门打招呼， 没事串个门、 聚个
餐， 社区变成了一个大家庭。

这要说到以前， 却是另一番
情景。 “以前谁家钥匙忘了拔，
邻居看到了不敢管， 怕说不清。
纠纷也不少， 不是这家装修被投
诉了， 就是那家走路声音吵到楼
下了， 甚至有的居民炖肉邻居都
对味道大有意见。” 宏城花园社
区居委会副主任许革平介绍。

而李霞下决心要改变这种状
况。 “居民有矛盾很大程度上是
因为大家互不认识， 如果大家熟
悉互相理解了， 也就闹不起矛盾
来了。” 为了将社区的 “生人社
会” 向 “熟人社会” 转变， 李霞
在社区推行 “楼栋熟人圈”。

“远亲不如近邻”， 李霞以
每一个单元为一个 “熟人圈 ”，
每栋楼都是一个 “俱乐部” 为目
标， 搭建 “熟人” 平台。 以一个
单元为单位， 居委会每月定期组
织居民大聚会， 大家坐在一起聊
聊天， 互相认识了， 慢慢地就变

成了 “熟人”， 去年， 社区还组
织了 “最美邻居” 的评选。 2016
年 ， 社区参与邻里矛盾纠纷调
解、 楼道堆积物清理均为零。

创新党员教育
“五色课堂”成品牌

每个月 ， 宏城花园150名党
员都会聚集在社区上党课， 听国
学老师讲 《弟子规》。 枯燥的理
论变成生动的故事， 教育意义轻
松达成。 这个红色国学课程的原
初就来自于社区的当家人李霞。

“在去年 ‘两学一做’ 的党
员学习中， 我琢磨如何能提高大
家的积极性， 我想到有一次在延
安培训中的国学内容， 其中 《弟
子规》 中有很多互助友爱的小故
事， 非常适合党员培训， 于是就
有了我们的红色国学课堂。” 此
外， 李霞还在社区推行了蓝色、
绿色、 杏色、 橙色课堂。

蓝色课堂保安全， 以安全社
区创建为抓手， 普及社区安全防
范、 家庭安全防范知识； 绿色课
堂促健康， 弘扬 “环保健康” 理
念， 将 “健康环保我同行” 植入
党员心中； 杏色课堂筑和谐， 传
授家庭成员和谐相处之道， 促进
家庭和谐、 社区文明； 橙色课堂
暖民心， 举办爱家厨房、 西点制
作、 茶道等兴趣讲座。

五色课堂的老师大部分都是
来自社区的党员， 比如， 红色课
堂由退休的国学老师主讲， 杏色
课堂中请最美家庭传授经验， 而
橙色课堂中的手工品制作、 西点
制作则由党员中的手工爱好者来
教。 同时， 五色课堂还定期走出
去， 到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

目前， 由李霞创立的 “五色
课堂” 成为了宏城花园社区的一
大品牌， 它还作为北京市重点推
荐的案例在中组部期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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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章背后的故事

18名燃气志愿者续写雷锋故事

□本报实习记者 赵思远 通讯员 刘佳 文/摄

———记燃气集团东城一所分队学雷锋志愿者服务队

“雷锋精神世代相传， 燃气
职工关爱社会。” 在燃气集团一
分公司东城一所党支部学雷锋志
愿者服务队， 18名队员用形式多
样的活动服务居民， 打造了一个
“暖心窝” 的北京燃气 “学雷锋
志愿者” 服务品牌。

东城一所党支部学雷锋志愿
者服务队成立于2013年11月， 雷
锋志愿者来自不同岗位， 如计量
员、 安全员、 政工员、 客户代表
等， 在服务社区， 宣传燃气安全
中， 他们以 “雷锋志愿者” 的身
份出现在社区、 学校、 商场、 饭
店的现场， 热情周到地服务、 耐
心细致地宣传， 受到了居民的赞
扬和肯定。

3月的一天， 在东直门来福
士中心物业部， 4名 “学雷锋志
愿者服务队 ” 成员在此开展了
“燃气公服大讲堂”。 这里的物业
部召集9个餐饮商户， 委托东城
一所对他们进行集中的燃气安全

培训。 “餐饮商户人流量大， 他
们对安全使用燃气的常识掌握程
度也参差不齐， 像报修电话、 简
易处置方法、 使用注意事项这些
常识类的知识， 有的商户都回答
不上来。” 物业部赵经理说出了

现状。
“燃气安全就像是我们的

手 ， 有手才能更好地为用户服
务。” 志愿者、 朝阳门社区服务
中心店长王帅作为此次燃气安全
活动的讲师， 为现场用户上了一

堂安全使用燃气的 “必修课 ”。
当天， 志愿者服务队队长、 东城
一所所长陆宇也亲自走上讲台，
结合燃气案例详细给用户讲解分
析天然气的特性， 使用专用胶管
的意义和定期开展安全巡检工作
的重要性。

另一边， “学雷锋志愿者服
务队” 12名队员走进了北新桥街
道的民安社区， 队员们向百姓详
细介绍了日常安全用气应注意的
操作细节， 同时向居民们介绍燃
气5S店的服务项目。 对没有入户
的居民， 则预约再巡检， 提高社
区巡检的入户率。 4名志愿者服
务队党团员还走访了社区的孤寡
老人、 残障家庭， 为他们提供义
务服务， 清洁灶台、 进行燃气安
全检查、 更换连接胶管等。

社区孙阿姨笑着说： “家里
好久没有这么热闹了， 虽然刚过
完节， 但心里一直空落落的， 没
有家人， 没有温暖。 燃气职工们

不但帮助我做家务， 更让我感受
到了社会的热情与温暖。” 而这
些活动仅仅是他们平时活动的一
个小的缩影。

每次志愿活动结束后， 东城
一所还会专门总结经验。 座谈会
上， 来自班站及所部各岗位学雷
锋服务队员， 还会对新时期践行
雷锋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进行交流。 有的队员说生活艰苦
朴素是雷锋最大的优点， 有的说
无私奉献、 为人民服务是最大的
优点等， 这些都是 “螺丝钉” 的
精神体现。

“在志愿服务活动实践中，
培养青年职工热爱党、 忠于党，
为党的事业发奋学习、 苦练本领
服务人民的理想信念和道德品
质。” 东城一所党支部学雷锋服
务队的16名党员2名团员， 在一
次次实践活动中， 坚定为人民服
务的决心， 树立起燃气职工志愿
服务的品牌。

———记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顺义区宏城花园社区党总支书记李霞
□本报记者 张江艳

“楼栋熟人圈”为社区找回人情味

工工职职
志志愿愿者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