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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房山山有有个个诗诗意意的的““田田园园社社区区””
年轻白领：
这里是田园，也是朋友圈

早就听说房山有个绿地朋友圈 ，
刚一进门， 记者就被步道两边设计的
非遗文化长廊吸引了。 这里有百变有
趣的京剧脸谱， 活泼可爱的毛猴工艺
品 ， 蕴含田园特色的石磨 、 轱辘井 ，
生动形象的皮影人物……绿地花都苑
社区党支部书记宋超介绍： “为了让
居民感受传统文化， 社区打造的 ‘知
识共享圈’， 这里面的很多东西都是人
们平时很少能够见到的。”

记者了解到， 拱辰街道东北部的
绿地花都苑社区是拱辰街道的一个年
轻社区。 社区毗邻的绿地楼宇经济企
业是拱辰 “现代时尚、 创新创业” 的
缩影。 在这样一个以时尚、 年轻人为
主体的社区里 ， 为打破 “生人社区 ”
局面， 更好地为居民服务， 拱辰街道
根据年轻化 、 非公企业社区的特点 ，
打造建立了 “绿地朋友圈” 社区活动
中心。 通过设置田园休闲圈、 亲子互
动圈、 创业交流圈、 党建活力圈等多
个功能区， 搭建社区资源与周边非公
企业共享的桥梁。

“社区开设的朋友圈， 让我天天都
能带着孩子过来学知识、 做游戏， 我
们家长也能喝茶、 聊天、 交流交流亲
子心得。 在这里可以感受田园一样的
放松， 还可以交朋友。” 80后白领孙女
士说。 据了解， “绿地朋友圈” 不仅
聘请第三方机构开设了免费的亲子课，
还开辟了儿童活动区。

在 “朋友圈” 的一角， 记者看到，
专门开辟出了一个小型的党群活动中
心， 对社区和楼宇企业的党员免费开
放， 实现了社区党建和非公企业党建
的有机融合。 “我们有专门的绿地楼
宇党支部， 党员们常会回我们的朋友
圈报到 ， 积极为社区建设出谋划策 。
我们还有一个绿地花都苑青年汇， 很
多员工午休时都会来这里免费上瑜伽
课、 手工课等， 这也是为了给周边的
楼宇企业提供更多的服务， 同时企业
里有专业特长的员工， 我们还可以请
过来做社区志愿者。” 绿地花都苑社区
党支部书记宋超说。

老居民：
破旧老区有了乡居的感觉

提起老旧社区， 给人的感觉就是
脏乱差。 而在拱辰街道北关东路社区

26号院， 记者却看到了社区 “微改造”
后的一幅和美画面———智能抬杆门禁，
规划整齐的停车位， 一条适合居民休
闲散步的木质长廊， 楼前空地栽种的
紫藤 、 葡萄 ， 以及微型儿童游乐园 ，
新购置的健身器材……这些让 “老少
同乐” 成为社区居民的生活写照。

“没有想到， 小区改造后我们在家
门口就可以享受到田园风光， 有时间
摆弄摆弄花草、 种种菜， 美化环境又
娱情， 以前这还有个大菜窖呢， 可没
有这样的好环境 。” 虽然已经入秋 ，
26号院里的一位老居民还是在认真地
清理着楼前的小花园。

见此情形， 北关东路社区党总支
书记史淑英介绍说 ： “如果是夏天 ，
这里更好看。 我们的宗旨就是要让环
境好 ， 让社区美 ， 让大家高兴 ！ 现
在小区环境好了， 大家都积极主动来
维护， 爱护家园。”

据了解， 对于北关东路这样的老
旧社区来讲， 没有专门的物业服务公
司， 社区的管理和维护一直是个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 在改造过程中， 社区
积极发挥基层党员带头作用， 结合社
区创建的 “五情工作法”， 让每位居民
都有了 “治家” 的责任感。 而26号院
居民常常念叨的 “五情工作法” 就是：
美家园 ， 唤醒居民对 “家 ” 的感情 ；
谋家福 ， 做实居民对 “家 ” 的真情 ；
连家亲， 增进 “家人” 友爱亲情； 亮
家责， 调动 “家人” 管家热情； 聚家
力， 燃烧 “家人” 建家激情。

就这样， 在党员的带动下 ， 居民
们纷纷主动加入到院落改造中， 年轻
的帮忙拆除私搭乱建， 年老的帮忙清
理楼道垃圾……邻里互助， 真正实现
了全民 “共建”， 把老旧小区也搭建成
田园社区。

回迁居民：
新家园，拥有更多归属感

村民拆迁上楼，比起心灵上的归属
感可能相对是简单而容易做到的。对于
管营、徐庄、纸房的百姓们来说，田园社
区的建设，不仅是社区环境上的田园美
景，更是让大家心里面的田园情愫有所
归属。

记者了解到，为了圆百姓的“上楼
梦”、安居梦，拱辰街道规划成立了西部
回迁区用于安置于管营、徐庄、纸房三
村村民。由于人口较多，且基础设施尚
不完善，小区内垃圾乱扔、私搭乱建、乱
停车等现象时有发生，小区内部的生活
环境未能达到街道 “和谐宜居美丽”的
建设目标。为此，今年拱辰街道坚持党
建统领，改造社区19余万平方米，规划
设计了一条贯穿南北的银杏大道作为
社区主干道，种植银杏、月季等500余株，形
成了错落有致的绿色景观。同时结合居
民需求， 为社区内部新规划了170个地
上停车位， 缓解了居民停车难的问题；
新增了172套路灯， 结束了一到夜晚黑
漆漆看不见人影的历史；新增监控摄像
头170个，提升了居民的安全系数。

现在的西部回迁区里，错落有致的
社区景观、精心搭建的楼间公园、分类
规划的儿童游乐设施等等，一幅田园社
区建设美景铺展开来。 记者了解到，最
近这个回迁区有了一个新的名字：紫汇
家园，这个名字的背后是“紫气东来，汇
三村百姓为一家”的含义。

拱辰街道于管营社区党支部书记
李涛告诉说：“以前我们门口总有一个
吊车，居民反映，打车的时候总得和司
机说，看到吊车就到了。后来，几个村就
一起商量了紫汇家园这个名字。自从有
了这个名字，社区提升改造之后，花池

子里几乎看不到有人扔垃圾，好多人说
这是自个家，得好好爱护……”

环境升级的奥秘：
党建呼应都市人的内心渴望

社区，理应温暖而有归属感 。拱辰
街道的田园社区建设，让紧张繁忙的城
市人在宁静而又舒适的环境中，重新找
回了那份久违的田园心境和浓浓的邻
里亲情。 提起让社区环境升级的奥秘，
记者从拱辰街道找到了答案“田园社区
要因地制宜、分类规划、统筹兼顾，既要
建设好新建社区， 又要提升好老旧社
区。” 据了解，自2016年起，拱辰街道坚
持靠文化去引领、靠功能去补充、靠百
姓对新生活的期盼去衡量，成功建成了
宜春里大家庭等一系列 “田园社区”样
板，接下来街道将继续延伸田园社区建
设脉络，因地制宜，让老百姓回味乡音、
乡情、乡味，体会田园式休闲生活。同时
以田园社区为抓手，带动全民参与共建
共治共享的积极性， 让居民得到幸福
感、获得感、安全感。

说起幸福感，家住送变电社区的王
阿姨不禁感慨地说：“以前这有很多杂
草，今年新建后，我特别喜欢，和朋友每
天早晚约定来这锻炼身体 。而且我们
送变电社区可是一个有历史年头的央
企社区， 这马上就要建成党建墙了，到
时候我一定带孙子过来看看，让他看看
我们送变电央企的发展史，也看看我们
社区一步步的变化。”

记者注意到，在这个党建主题公园
内，在建设上有了更多的精细、精心：形
似“线轴”状、体现送变电央企文化特色
的休闲座椅，与送变电公司成立同年栽
种的梧桐树，居委会门前设计的形似眼
睛状、 体现办公公开透明理念的围墙，
处处呼应着都市人内心的渴望……

“人， 诗意地栖居！” 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名言道出了人类永恒的梦
想———回归田园， 重返乡居。 就在田园乡居的梦想离现代都市居民渐行渐
远之际， 房山区拱辰街道的一些居民忽然欣喜地发现： 田园梦， 正在逐渐
回归他们的生活。

过去拥挤破旧杂乱差的老旧小区，如今已经变身为绿树成荫、花草繁茂
的花园式聚居区；从前车辆杂乱、人群混杂、环境凌乱的地区，如今整治一新，
增 加了非遗文化长廊，绿荫之中，还有石磨、辘轳井，在这里能依稀看得到乡
愁；久违了的乡亲们在一起欢聚唠嗑的气氛又回来了，邻居之间,有了常聚聊
天的清新雅座，亲情和乡情有了酝酿的处所———

清净雅洁， 诗意无边！ 午报记者近日走进这个另类的“田园社区”， 一
探究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