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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城乡社区又是社
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今年，天宁计划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紧紧围绕
打造“现代化城乡治理样板”的总目
标，通过三大举措推进社区治理和服
务提档升级。

在服务载体拓展创新方面，有条
件的社区，可建社区生活服务中心、服
务站点，或者将社区综合服务设施闲
置空间、非必要办公空间改造为便民
服务场所，优先向下岗失业人员、高校

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提供。天宁还鼓
励居民或社会服务机构参与已有社区服
务空间的运营管理，深耕服务品牌，避免
社区服务场地空置、闲置。

在服务项目精准对接方面，社区服
务首先满足老年人、残疾人、优抚对象、
少年儿童等特殊群体的特殊需要，同时
合理安排符合本地居民需求的便民服务
项目，服务于社区全体居民。可通过公
益创投、公益集市、社洽会等形式，对接、
引进社区服务机构、社工机构、社会组织
等专业服务供给方，按需设计服务项目

并落地实施。推广“菜单式”志愿服务经
验，建立志愿服务供需有效对接机制和
服务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各类便民志
愿服务。

在服务资源优化整合方面，对社区
现有社会组织、志愿者、社工机构、便民
服务点等资源进行摸排，分类梳理社区
公共服务、便民利民服务、志愿服务和专
业社会工作服务资源，厘清社区服务阵
地布点，探索开发便民服务资源手册、
App。依托社区营造等项目的实施，发
现社区能人，推进居民自组织、社区社会

组织建设，重点扶持开展社区便民服务
的社会组织和服务项目，增强居民自我
服务能力。

据了解，今年年内，天宁计划推进社
区综合服务设施新建改造不少于5个，
持续提增社区便民服务站点建设，试点
社区公共空间参与式运营，打造社区服
务运营品牌。同时，推动乡镇（街道）社
会工作服务站全覆盖，推进示范站点建
设，探索村（社区）按照30%、50%比例
同步设置社会工作服务点，构建形成社
会工作多级服务体系。（凃贤平 郑晨）

现代化城乡治理样板建设中

三大举措推进社区服务提档升级

本报讯 5月25日晚上5点，三
河口社区居民便吃过晚饭，放下筷子，
急匆匆来到社区体育广场，当晚6点，一
场“红色”歌舞晚会在这里举行，演出人
员长达2个小时的精彩演出让群众纷纷

“点赞”。而这场晚会从经费到策划皆出
自67岁的党员莫焕良，这也是他在三河
口办的第7场晚会。

莫焕良告诉记者，7场晚会办下
来花费5万元，且不接受任何“赞助”，
为什么要做这种“傻事”？莫焕良说，
他是党的政策的受益者，富了自己，还

得帮助别人，如今家乡父老经济上都不
算差，自己就想着可以在文娱活动上予
以丰富，待把心中想法告诉三河口社区
书记徐文国后，双方一拍即合。

回忆起往事像是回忆一段历史，莫
焕良眼圈有些发红。母亲育有两女三
男，自己是家中老大，14岁时，父亲就英

年早逝。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人无力抚
养这么多孩子，就把最小的妹妹和年仅
6个月的弟弟送了人。

1974年，20岁的莫焕良入了党，并
先后进入学校、银行、公社工作，十一届
三中全会召开后，他响应党的号召，停薪
留职下海创业，十几年商海摸爬滚打，生

活宽裕不少。“记得上高中那会儿，我都
一个人躲角落里吃饭，饭盒里只有两根
萝卜干，现在可好了，生活不愁吃穿，真
的要感谢党。”

筹备一场晚会并不容易，从演员配
置到节目编排再到场景布置，莫焕良操
了不少心，但他觉得值。（徐蕾 徐佳誉）

67岁党员自掏腰包办“红色”晚会

本报讯 老厂房改造有三大重
点，既要兼顾商业功能，还要保存原有
建筑空间，更要延续城市的历史和文
脉，三者缺一不可。在天宁主城区也
有这样一片土地：2019年以前曾是闲
置的老厂房，经过2年多的修复改造，
将成为常州的“文创地标”，它就是南
城脚·牡丹里文化创意产业园。

5月24日，记者从常州黑牡丹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获悉，目前，该产业园
已基本完成内部结构修缮及外立面翻
新等工程，现正进行园区景观绿化、亮
化、公共部位装修等工程，预计将于7
月基本完成工程改造。

南城脚·牡丹里文化创意产业园
位于天宁区和平北路32号，总占地面
积约16.2亩，与青果巷历史街区“隔
河相望”。

这里曾是黑牡丹集团的旧厂房，
也是常州轻工业发展最早的老工业基
地。先后建造前织车间、平绒车间、织
布车间、染浆联车间、高压配电间、锅
炉房等建筑主体。2008年黑牡丹集
团整体搬迁。

为了让旧厂房长出文化“新苗”，
原前织车间规划为黑牡丹历史文化展
示馆、轻餐饮、设计师工作室等；原平
绒车间规划为轻餐饮以及特色主题餐
厅；原织布车间面积最大，规划为文创
设计办公、展陈、零售；原染浆联车间
则规划为城市人文创意酒店。

“改造不能改掉老建筑的味道”，据
项目运营主管胡耀介绍，秉承修旧如旧
的理念，产业园在兼顾办公与商业功能
的同时，最大限度保持历史原貌。例如，
外墙延续的是具有历史感的马赛克砖；
厂房门口张贴充满时代印记的安全标

语；织布车间前往平绒车间的通道以及
连廊处，用的是具有工业感的日光灯；楼
梯台阶处刻有常州知名纺织企业厂名；
墙体结合牛仔布艺，再现常州纺织工业
的鼎盛。

在胡耀看来，文创园的发展既盘活

了老旧厂房的空间资源，也丰富了大运
河沿岸的文化内涵。除南城脚·牡丹里
文化创意产业园外，青果巷、大成纺织博
览园、文化创意街区凤凰驿正串珠成链，
共同构筑运河沿线“没有围墙的博物
馆”。 （徐蕾 沙杨 王锐图文报道）

共同构筑运河沿线“没有围墙的博物馆”
老旧厂房长出文化“新苗”

5 月 18 日，竹林菜市场内部
提升改造项目完成并试运行，市
场外部停车场和相关设施正在有
序收尾，计划8月份全面完工。

改造后的竹林菜市场，与此
前相比焕然一新，不仅涵盖水产、
鲜肉、熟食、蔬菜、豆制品、水果等
丰富商品种类，且摊档分类明晰，
过道干净清爽，场内灯光明亮，也
没有了异味。尤其是过道可同时
容纳4-5人并排通行，不仅更加
宽敞，也更方便老百姓挑选蔬菜。

为改善城市综合形象、完善
城市配套功能、提升居民生活品
质,今年天宁区重点对红梅街道
的竹林菜市场、天宁街道的武青
路菜市场、雕庄街道的采菱菜市
场进行升级改造，并在茶山街道
新建朝阳新菜市场。武青路菜市
场计划于10月中下旬营业，采菱
菜市场计划11月营业。
凃贤平 祝正 王锐图文报道

竹林菜市场升级改造完成

本报讯 今年的“六一”即将到
来，天宁的学校、社区通过多渠道、
多方式丰富红色教育形式，用实际
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

《十送红军》《打靶归来》《国旗
国旗真美丽》《唱支山歌给党听》《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首
红歌就是一段历史，为展现校园积
极、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清凉小
学将开展“六一”红歌会，通过红歌
构建红色课程，来“弘扬红色文化、
传承红军精神”。

1—3年级讲述红色故事，4—6
年级演绎课本剧……青龙实验小学
将在“六一”开展第一届艺术节，通
过讲述红色故事、传唱红色歌曲，了
解歌曲背景，多种渠道丰富红色教

育的形式。
光华学校围绕“童心向党赞百

年，厉行节俭树新风”主题开展建
党 100 周年系列活动，引导少先队
员传承红色基因，培养对祖国的朴
素情感。

此外，清凉东村社区与朝阳二小
联合开展“童心绘党史，幸福展画卷”

“六一”主题活动；新城逸境园社区妇
联邀请辖区家庭30余户，举办“大手
牵小手，匠心颂祖国”拼搭天安门亲子
活动；世纪华城社区同辖区内青少年
开展“童心向党·手绘长卷学党史”绘
画活动；红菱村党总支联合北郊小学
共同举办了“我心向党，逐梦飞翔”十
岁成长礼活动。
（宋晓屏 霍莉萍 杜明 孙菁 葛街轩）

红色“六一” 闪亮童心

本报讯 5月22日，天宁区第
33届科普宣传周在新建成的眼健
康科普体验馆开启。

这是全市首个眼健康科普体
验馆，位于飞龙路上。当天，来自
天宁区北环小学的五年级学生，
通过 VR 互动设备，身临其境感
受青光眼、眼睛黄斑等眼疾的症
状和表现。据悉，馆内由科普宣
教区、科普近视模拟体验区、趣味

互动体验区、科技感受体验区、视
力检测体验区等空间组成，皆免费
开放。

当天，天宁区青少年科普教育实
践基地、助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科
技志愿者服务基地等正式揭牌。

据了解，5月22日至28日，天宁
区科普宣传周期间，将举办科普讲座、
科普旅游、知识竞赛等70多场科普宣
传活动。 （罗翔）

全市首个眼健康科普体验馆开馆

天宁启动科普宣传周

本报讯 为进一步方便辖区
居民接种新冠疫苗，天宁街道新建
一处集中接种点，面积约1700平
方米，位于青果南苑1号楼沿街商
铺1-107旁（三楼），今日正式投入
使用。

集中接种点现场设置有健康申
报区、候诊区、询问登记区、接种区、

留观区、冷链区、急救区、工作人员办
公区等多个区域，通过放置提示标语、
安排引导人员等多种形式，确保人员
单向流动以及各流程环节的高效畅
通，并严格落实接种人员佩戴口罩、保
持适当距离等防疫要求。

据悉，目前天宁已有8个新冠疫
苗接种点。 （沙杨 林勤萍）

天宁已有8个接种点

天宁街道新增一新冠疫苗集中接种点

本报讯 “这些老物件虽说已
退出了历史大舞台，但当再次看到
时,酸甜苦辣的点点滴滴还是会涌
上心头。”近日，天宁区人社局组织
了“老物件里话保障”老物件巡回
展，在第一场一号农场站，有观众这
样感慨。

“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为
了记录人民向美好生活前进中
的发展印记，也为了探寻发展历
程中人社为民办实事系列举措，
特办此展。”天宁区人社局副局

长戴丹说，听说要办此展，人社老
员工纷纷拿出家中珍藏的老物件，
另外则是通过街道从居民家中收
集而来。

据悉，展品总数100件，时间轴从
1958年拉长至2005年。既有上世纪
60年代工人干部退休证、也有上世纪
70年代各类荣誉类奖章证书，还有工
资袋、红袖章、代表证、手写账本、粮油
供应证等物件。

下一步，展览将巡回至市社保中
心、辖区内各社区。 （张倩倩）

老物件里话保障

本报讯 5 月 20 日，丽华三
村社区党总支联系辖区共建单
位——常州市中吴实验学校，开
展了“绣心中最美的党旗”红色
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现场，常州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乱针绣传承人伍琦老师
指导社区党员和中吴实验学校
的学生们，用手中的针线绣出最

美党旗。
同时，街道工作人员给在场人员

详细讲解了党旗的由来知识以及图案
构成的意义，并对红色经典小说《红
岩》中江姐“绣红旗”的故事情节进行
历史还原解读。

最后，党员们在绣好的党旗面前
重温入党誓词。

（顾丽娟 王秀）

绣出心中最美的党旗

本报讯 5月20日，常州市民
法典解读工程启动仪式暨百家法治
直播间共建签约仪式在天宁区兰陵
街道工一社区举行。

活动开展期间，居民打开社区
工作人员发至网格群中的小程序，
即可进入法治直播间观看，并可与
法律专家咨询互动。当天宣讲主题

是“结婚买房这点事”，居民围绕“婚前
财产”话题展开热烈互动。

据悉，工一社区是全市率先试
点开通法治直播间的社区，从去年4
月至今，累计开讲 20余次，在线观
看人数共计1万余人次，咨询内容涵
盖民间借贷、房屋买卖、消费维权等
领域。 （陶怡 何驰）

走进直播间 解读民法典

本报讯 近日，红梅街道香缇
湾花园社区开展“党员结对网格员
访红馆、学党史”活动。

在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
历程时，一位社区老党员与结对的
网格员谈道：“你们是社区党组织与
居民之间重要的纽带，居民的需求、
困难都在你们平常的走访过程中得

以了解，你们是社区的眼睛和耳朵，虽
然平凡，却很关键”。

网格员们纷纷表示，革命先辈的
故事唤醒了每个人的初心，也给他们
的工作注入了新的热情，今后他们将
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细致的服务，
投入到为民办实事中。

（吴祝霞 阚庆涛）

访红馆 学党史 办实事
本报讯 “没想到在退休时刻，组

织还这么关心我！”原天宁区委组织部
三级主任科员顾玉英同志即将退休
时，天宁区为她举办了一场荣誉退休
仪式，仪式简朴却热烈。她特别感动，
表示退休后只要组织有需要，她会继
续贡献力量。

这是天宁区推行公务员荣誉退休
制度后的新变化，让退休也越来越有
仪式感了。

“一个人从入职到退休，在平凡的
岗位上勤勤恳恳忙碌了一辈子，通过

这样的退休仪式，表示我们的感谢和不
舍，既符合人之常情，也是理所当然。”天
宁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说，公务员退
休前单位要做好“三个一”，即开展一次
专题谈话、举办一场退休仪式、赠与一份
纪念物品；退休后也要做好“三个一”：即
组织一次健康体检、举行一次情况通报、

建立一本服务台账。
多年来，天宁区广大公务员履职尽

责、甘于奉献，天宁的每一段发展历程，
都离不开每位同志的艰苦奋斗和不懈努
力，据统计，全区每年约30名公务员到龄
退休。

为了让退休公务员有更多的荣誉感

与归属感，天宁以“3+3”固定动作为基
础，要求各单位结合自身工作实际推出
自选动作，做到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
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从而充分
发挥老干部的传帮带作用，为培养新人
传经送宝。

（凃贤平 黄宇）

天宁区推行公务员荣誉退休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