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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基层所思所想所盼，扩大文明实践覆盖面，增强文明实践感染力

更具特色、更可持续、更具活力，钟楼区探索文明实践的新时代之路

无论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还是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都需要先进文化的引领、精神力量的支撑，也正因如此，以新的思路理念、体制机制、方
式方法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成为了当下的迫切需求。

自我市启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以来，钟楼区在建设模式、运行方式、活动形式、工作方法上聚焦基层所思所想所盼，运用移动互联网等新技
术新手段，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扩大参与率覆盖面、增强吸引力感染力上不断探索创新。

1个市级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试点、3个市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试点，钟楼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正向着更具特色、更可持续、更具活力这一目标前行。

本版文字 郑雨露 文明
本版图片 朱臻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中，钟楼
区坚持效果导向，突出“建以致用”，
着重制度建设和志愿队伍培养，扎实
推进试点工作。

据了解，钟楼区把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建设试点工作纳入“塑造管
理明星城市”钟楼行动任务清单，以
4 家市级试点所站为龙头，在全区所
有镇、街道同步开展区级试点工作，
每个街道试点所、站不少于 2 家。“这
次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工

作是与全国试点同期进行的，没有
成熟经验可借鉴，钟楼区组织参观
先行试点所、站，学习特色亮点做
法，立足自身，吸纳融合，形成‘六个
一’的建设标准，即一块牌子、一个
阵地、一套体系、一份菜单、一批活
动、一本台账，明确了实践所、站在
阵地建设、组织架构、队伍建设、活
动开展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并鼓励
在此基础上，增强自身特色，彰显个
性差异。”钟楼区文明办副主任吕劲

松说。
在全区推进的基础上，钟楼区还

鼓励用好现有品牌。吕劲松介绍，钟
楼区在试点推进过程中，既保留了原
有的品牌，保持居民的参与习惯，又
融入了新的要求，丰富了内容，增添
了活力。“五光十‘社’”“七彩花开”等
多个老品牌更显丰满，“五韵重奏”

“五讲一实践”等一批新品牌应运而
生。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运转，志
愿服务是基本形式，志愿者是主体力
量。钟楼区在试点过程中，明确试点
所、站的平台角色，强化服务功能，实
现两个转变：一是变“主导”为“引
导”，充分发挥志愿者及志愿服务队
的主动性，让自发性的志愿服务成为
主要形式；二是变“派单”为“点单”，
试点所、站负责收集整理志愿服务菜
单，让居民提前了解志愿服务活动信
息，做到按需按趣参与，提高志愿服
务效果，解决居民实际问题。

此外，钟楼区还紧紧抓住智能手
机日益普及的契机，利用“时间银行”
志愿服务互助平台中“新时代文明实
践”版块的撮合功能，通过移动端操
作，在平台发布或领取志愿服务活
动，使服务需求最大程度周知，让志
愿服务热情得到满足。

老品牌更加丰满，新品牌应运而生

突出“建以致用”，为增强新时代文明实践提供有力支撑

邹区镇是市级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试点。自今年 1 月 30 日正式揭牌
以来，邹区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通过
红色谷、智慧谷、健康谷、教育谷、文
化谷五大平台建设，推出五光十“社”
志愿服务品牌，全方位展示邹区镇五
谷丰灯、文明兴镇的品牌理念，走出
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邹区特色”。

“我们邹区镇有着独特的‘灯城’
文化，‘灯’在邹区人民心中占据着无
可替代的地位。我们借助这一产业
特色，运用‘灯’元素升华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的设计理念，以文明振兴乡村
为目标，形成五光十‘社’这一新时代
文明实践品牌。”邹区镇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五光”包含了阳光、烛光、

月光、蓝光、曙光，分别对应红色谷、
智慧谷、健康谷、教育谷、文化谷，“十

‘社’”则是用“金银红绿蓝赤橙青粉
紫”10 种颜色代表 10 个不同职责的
志愿服务社团。

为打造品牌活动，邹区镇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立足邹区实际，从理论学
习切入，借助所长讲堂、道德讲堂、理
论宣讲进社区、送法到身边等载体，
开展了十余场主题宣讲活动，宣讲形
式从主题讲座扩展到了传单分发、入
户讲解、主题游戏、网络答题等，为农
村居民订制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居民养老保险、交
通安全、应急救护等方面的理论知
识。“我们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充
分调动各方力量、挖掘整合资源，解
决 乡 风 文 明 建 设 中 的 热 点 难 点 问
题。”邹区镇相关负责人说。

据悉，下一步，邹区镇计划在公
众号“邹区印象”中开设“新时代文明
实践”专题子菜单，搭建网上求助心
愿征集平台，让群众能够进行个性化
服务线上点单，线下则发挥阵地与队
伍作用，实现志愿服务项目对接。

邹区镇

以“灯”引领，构建五光十“社”品牌体系

端午节前，东岱村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联合辖区共建单位举办了一场端午节
活动，活动中设置的有奖答题、包粽子、
五彩蛋袋编织、上门慰问等环节，吸引了
80 余名村民参加。“这样规模的活动在
我们村1个月至少有6次，自从文明实践
站成立以来，村民们都很乐于参与活
动。”东岱村党总支书记冯燕告诉记者，
通过推行社工带义工模式，东岱村先后
组建了党员先锋志愿队、美家美户家居
服务志愿队、团员青年服务队、大学生村
官宣讲队、霞艺舞蹈志愿队、阿莱帮帮
团、巾帼志愿者服务队、民主党派服务队
等队伍，通过“老中青”结合、“传帮带”推
动、“一对一”帮扶的方式，整合现有基层
公共服务阵地资源，搭建起理论宣讲平
台、教育服务平台、文化服务平台、科技
科普平台、健身体育平台等五大平台，因
地制宜开展了很多经常性、面对面、基层
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明实践活动。

据介绍，伴随着新时代文明实践工
作在东岱村的进一步深入，东岱村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还总结提炼了“东岱五道”，
即幸福东岱早知道、美丽东岱有味道、健
康东岱通跑道、文化东岱点频道、和谐东
岱来报道。“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志愿活动
就围绕这五个‘道’进行，我们制定了全年
活动计划，合理利用实践站内的道德讲
堂活动室、戏曲大舞台、残疾人影院、悦心
日间照料中心、舞蹈房、合悦残疾人之家
手工坊等开展各类志愿服务。”冯燕说。

西林街道东岱村

“东岱五道”让文明实践变得喜闻乐见

从“ 四 季 花 开 ”到
“七彩花开”，这是永红
街道花园南村社区在开
展文明实践工作过程中
对社区志愿服务品牌打
造方向上的转变，也是
该社区基于新时代文明
实践五大平台和社区实
际情况形成的全新工作
模式。

“ 全 新 的‘ 七 彩 花
开’志愿服务品牌包括
了红色先锋花、蓝色法
制花、绿色生态花、粉色
亲子花、橙色关爱花、青
色 健 康 花 和 金 色 文 艺
花，它们分别代表着花
南社区的七大志愿服务
子项目。”花园南村社区
党委副书记郑君介绍，
今年上半年围绕“七彩
花开”开展的活动数量
就赶上去年一整年社区
活动的数量，得到了社
区居民的好评。

今年，花南社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还与市
文联、江苏理工学院等
单位进行对接，引入第
三方合作单位，进一步
全 方 位 地 满 足 居 民 需

求。“在开展社区工作过
程中，我们了解到老年
群众对智能手机有学习
需求，而当时恰逢社区
在推进‘学习强国’平台
的使用，于是就联合江
理工化工学院党支部及
学生党支部共同策划了

‘传承红色基因 共建学
习强国’的为老服务项
目。”郑君介绍，原本老
年党员和群众在社区志
愿者的帮助下成功安装
了学习平台，但实际使
用率却偏低，当他们得
知我们在开展智能手机
学习提升项目时，就表
现出了浓厚的兴趣，现
在这个项目每周四下午
定期开课，还提供一对
一跟踪指导，“在让老年
人掌握当下必备技能的
同时，还搭建起了共同
学习、相互支持的交流
平台，实现了文明实践
活动的可持续性”。

据了解，该项目目
前 已 完 成 集 中 授 课 4
次，一对一跟踪指导 56
次，服务老年党员和群
众200余人次。

永红街道花园南村社区

对接第三方合作单位
实现文明实践的可持续性

殷村村的志愿服务传统由来已久，
早在侨裕殷村村企共建时，殷村志愿服
务队就有多达数百人的志愿义务献血
队，多年来一直默默奉献，获得了村民的
一致好评。今年，殷村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在原有各企业、各学院各自独立的志
愿组织的基础上，合并创立“殷雄联盟”
志愿服务总队，下设警校小分队、泰校小
分队、常高艺小分队、城建小分队、交通
技师小分队和殷村侨裕小分队等 6 支小
分队，共有注册志愿者658人。

目前，殷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充分
发挥文化殷村的优势，组合多家院校和侨
裕集团等企业，计划完成一项“五个一”文
创精品项目。“这‘五个一’包括一部反映
殷村文化教育发展四十年可喜变化的新

话剧、一部集中反映殷村新风尚新潮流美
好风貌的妙小品、一部集中反映殷村当代
村民美好情怀的大合唱、一场集中反映殷
村职教小镇成员相亲相爱的好演出、一部
集中反映殷村职教小镇创建发展中的人
和事的微电影。”殷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相关负责人说，和村民沟通接触的时候要
多动脑筋，多想方法，必须要根据农村实
情和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事物来灵活机动
安排，“五个一”文创精品项目正是因此应
运而生，通过这 5 个文创项目，不仅紧密
联系了园区各院校企业，还大大凝聚了小
镇百姓、学生、员工，更让文明实践的种子
在殷村生根发芽。

据悉，殷村的“五个一”文创精品项
目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完成。

邹区镇殷村村

组建“殷雄联盟”
计划完成“五个一”文创项目

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李雪一直在建设社区志愿
者队伍、推动社区志愿服务工作上下功夫。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建设工作开展以来，李雪积极发挥自身优势，
通过更多形式的志愿服务来扩大文明实践在群众中的
知晓度和覆盖面。“开展文明实践是社区志愿服务发展
的新契机，只有取长补短，才能扩大文明实践的影响
力。”李雪说。

新时代文明实践参与者李雪——
“只有取长补短，才能扩大新时代

文明实践影响力”

村党总支书记冯燕——
“抓紧实践站建设工作，为村民文明

实践搭建平台”
冯燕是东岱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负责人，为在

东岱村营造浓厚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氛围，她进行了许
多尝试。“不管是利用居民集中区域进行展板展示，还
是利用残疾人无障碍影院开展活动，都是为了抓紧建
设实践站，为村民搭建文明实践的平台，推动文明实践
深入人心。”冯燕说。

程霞是志愿服务组织阿莱帮帮团的负责人，常年
组织志愿者开展为老服务活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开展
以来，她感受到了社区活动的巨大变化，她说：“不管是
硬件条件还是软件条件，都在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之后
得到了提升，现在我们的活动主题更明确，活动策划也
更精心，共建单位也越来越多。”

志愿服务组织负责人程霞——
“现在活动主题更明确，活动策划也

更精心”

陈全兴是花园南村社区的一名志愿者，如何发动
社区内的退休居民，带动他们投入社区志愿服务，曾
经让他苦恼，这一问题伴随着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
开展得到了解决。“以前这部分人有志愿服务的想法，
却迟迟没有行动，自从开展文明实践，他们变得不但
有想法而且有行动。文明实践让更多人愿意投入社
区志愿服务工作。”陈全兴说。

社区志愿者陈全兴——
“文明实践让更多人愿意投入社区

志愿服务工作”

我为文明 代言代言
扬幸福笑脸，树时代新风

来吧，一起来做常州文明的代言人
本期参与“我为常州文明代言”活动的4位市民来自钟楼区。对于钟楼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站建设工作，他们或是参与者，或是受益者，或是见证者。在钟楼探索创新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中，他们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市文明办和本报继续向全市市民发起征集，只要你热爱常州，全力维护常州文明城
市形象，不论年龄，不论职业，不论自荐或者推荐他人，不论你是土生土长的老常州人，还
是来常州扎根生活的新常州人——你，都可以是常州文明的代言人！可通过邮箱
276215103@qq.com，或电话13776875581提供信息，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推荐。

文明文明品味

以4家市级试点所站为龙头，钟楼区全区推进文明实践工作。

五光十“社”品牌中的健康谷平台志愿者走进居民家中开展服务

志愿者指导社区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使用“学
习强国”平台。

东岱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端
午节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