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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魏乐钇 通讯员 潘燕萍

近日，靖江街道光明村党员陆雅娣来
到结对帮扶的村民易奎家里，了解他们家
最近的状况。易奎是三峡移民户，21年前
来到光明村，开始做一些小买卖，年收入
只有四五万元。村里实行党员“一帮三”
机制后，村干部与他结成对子，经常为他

送来最新的创业政策。现在易奎在轻纺
城经营布匹生意，家里经济状况发生了很
大变化。今年由于疫情因素，易奎的生意
也受到影响。于是，村干部来到他家里，
建议他可以通过网络销售增加收入，并手
把手传授他网上注册等事宜。

其实像易奎家这样的结对户，陆雅娣
一共接对了三户，帮扶内容包括家庭经济
困难、房前屋后美丽庭院整治、垃圾分类、
违章搭建整治、家庭矛盾调解等帮扶事项。

近年来，靖江街道光明村以区级美丽乡
村示范村建设为契机，坚持党建引领，创新
发展党员“一帮三”机制，盘活村级资产，倾

力描绘“画里田间秀美光明”的共富画卷。
为了更有效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做大共富蛋糕，光明村创建了党员“一
帮三”机制。目前已经形成“网格长—网
格小组长—农户”的三级网格体系，由1名
党员担任小组长联系3户农户，并通过“捆
绑式”评价，形成了“党建引领、互帮互学”
的良好氛围。目前180名党员结对全村
404户农户。

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拓宽共富渠
道，实现持续“造血”，光明村积极盘活村
级资产，把目光重点放在探索村级集体经
济发展新模式上，他们坚持以美丽乡村带

动美丽经济，盘活20多亩村级发展用地，
建起了4万多平方米的标准厂房和物业管
理用房，每年可以增加集体收入上百万
元。同时，对农民土地集体流转，将土地
租给承包大户进行统一经营，目前已经流
转400多亩。

收入增加了，村庄治理也要同步跟
上。光明村党总支以数字赋能为抓手，形
成以“孝为先”“廉为本”“勤为径”“学为
荣”“和为美”为主要内容的“五为光明引
领共富”品牌，不断做深做实党员“一帮
三”、户长会议议事、党员积分管理等机
制，有效形成党建引领、共商共建的新农

村共治发展格局。
如今，光明村已完成孝女湖、小清河、

初心长廊、莲心池等特色景点的提升工程，
整治房前屋后脏乱差节点2000多处，打造
便民停车场10个，文化与环境有机融合，美
丽景点正成为美丽经济。
在美丽乡村一期观光线路
成熟的基础上，光明村正在
着手打造二期高端观光路
线。接下来，子虚湖、无稽
岛等新一批特色景点即将
呈现，村集体经济和村民收
入将再上新台阶。

光明村实行党员“一帮三”机制 绘出共富画卷

■文/摄 记者 周珂 通讯员 沈镇

春暖花开，来佛山村考察的投资客商
一拨接一拨，“既有扎个小辫、穿大T恤的
年轻人，也有大热天穿衬衫西裤的商务人
士。”在佛山公社纳凉的村民告诉记者。

为什么前来考察的人从不间断？佛山
村党总支书记钟望达用了八个字来回答，

“环境好了，村里富了。”通过全域整治，佛
山村唤醒3700多亩竹林、7.2公里骨干林
道、10万方水库、3000米溪流等山水生态，
不仅流淌出江南风韵小调，还碰撞出格外
耀眼的火花。如今，站在大佛山俯瞰，佛山
村山竹环抱、绿意葱茏。沿着佛山溪，溪上
竹屋、文化长廊、亲水浅滩等休憩点水系环
绕，真正实现亲水便民、人水和谐的特性。

美好的生态环境不仅是共同富裕不可
或缺的内容，也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最
普惠的民生福祉”。比如，以佛山村打造

“竹溪行旅”为例，其为生态休闲、民宿农家
乐等产业发展导入了巨大流量，还带动了
村民自主创业的劲头，越来越多的村民将
自家的美丽庭院改造成民宿，“不仅节假
日，工作日都有不少人来佛山村玩，我们都
觉得家门口的旅游生意可以做！”佛山村的

“共富”路子，就在这样一个又一个村子与
村民的实践中铺展开来，伸向美好的未来。

“生态+产业”就绪，“运动+产业”跟
上。前不久，云山峡谷漂流项目在五一期
间迎来了试营业。该项目包括竹林玻璃滑
道以及溪道，正力争成为杭州湾大湾区内
落差最大、体验度最好、距离中心城市最近

的漂流基地，预计年接待游客10万人次。
此外，2020年9月，总投资500余万

元、位于大佛山山顶的云石滑翔伞项目正
式“起飞”。不久后，投资50余万元的高空
秋千也会在海拔520米的高空开荡，成为
萧山又一处网红打卡地。初步估算，以上
项目落地可带动就业130余人，村集体每
年可增收100万元左右。

借势借力导入优质产业、发展农旅经
济，村级集体经济蓬勃发展，佛山村“两翼
齐飞”，实现了从打造美丽环境到发展美丽
经济的嬗变。

佛山村：青山绿水间解锁“共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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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朱林飞 通讯员 许艳梅

在一些老旧小区，居民经常会碰到漏
水、断电、下水道堵塞等老大难问题，找人
来修耗时耗财，自己修又愁找不到合适的
工具。为解决居民的这一烦心事，城厢街
道太平弄社区通过前期调查排摸，了解到
居民日常急需的工具类型，并开始着手建
立家门口的“兵器库”。

近日，共享工具屋和大家正式见面，选址
在显眼的三岔路口，居民路过时一眼便能看
到。别看工具屋面积不大，麻雀虽小，五脏俱
全。屋外墙上张贴着可借取的日常工具、体
育用品种类，屋内则整齐摆放着货柜、梯子
等，并在显眼处贴着详细的操作步骤。

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这些工具在日
常生活中使用比较多，如老虎钳、扳手、起
子、螺丝刀、电钻、线钳等，有些是社区购买
的，有些是热心居民从家里拿来的，还有些
是辖区联盟单位提供的，供居民免费借用。

为方便居民借取，社区采用线下登记
和线上扫码相结合的模式，由专人负责日
常线下预约登记借取，满足部分无法流利
操作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同时，在社区微信
公众号设置“共享小屋”自定义菜单，居民

点一下便能实现一键随借随还，保证24小
时不打烊。

共享工具屋开放当天，社区工作人员
向前来参观的居民现场演示了操作流程。
王大伯笑着说：“这里要是早点开就好了，
前段时间我家水管坏了，到四处向邻居借
扳手，结果都说没有，我花了一百多块找人
修水管，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就可以自己
修了。”短短两三天时间，已有10多户居民
跑来借用工具，大家对工具屋带来的便利
赞不绝口。

为了文明规范使用共享工具，社区量身
定制了使用公约和注意事项，提示居民在使
用过程中注意安全，选择正确的使用方法，
确保工具完好无损归还，以便循环利用等。

共享工具屋的创建只是第一步，接下去
社区将根据居民多样化的需求继续完善工具
的配置，并面向社区寻找热心的技术能手，依
托共享工具屋，为居民提供维修指导等服务，
以进一步增进邻里关系，创造美好家园。

短评：

共享是解决问题的好思路

无论是网络虚拟社区，还是现实生活

中的社区，共享精神都是一种高尚无私的
精神。而城厢街道太平弄社区，则是以共
享精神为导向，开拓了一条解决社区维修
问题的好思路。

老旧小区由于设施老化，水电下水出
问题的概率较大。有时候一些小问题，叫
专人修理成本太高，自己动手又苦于没有
工具。自己买工具则一年到头未必能用
一两次，衡量之下还是不划算。这样的难
题怎样解决呢？

太平弄社区在显眼的公共区域布置了
一排工具柜安放工具，工具类目较为齐
全。为方便居民借取，社区采用线下登记
和线上扫码相结合的模式，实现了一键随
借随还，24小时不打烊。这个共享工具屋
满足了居民需求，获得了群众一致好评。

解决民生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
是抓住群众需求的痛点，共享工具屋就是
经典的一个例子。另外，后续要解决的问
题就是工具的维护和更新，以保持工具屋
的长效性。还可以进一步设想，居民难以
解决的维修问题，可以请经验丰富的居民
出手帮忙，由工具共享到邻里互助，打造更
为和谐美好的邻里关系。

（记者 俞海波）

太平弄社区：共享工具屋为居民解忧

近年来，义桥镇的各项建设得到快速发
展，乡村环境面貌得到大幅提升。昨日上
午，萧山区无人机协会的10多名会员带着
无人机和相机，走村串巷记录义桥镇的发展
和美丽乡村场景。

通讯员 徐国庆 摄

聚焦义桥

本报讯 （记者 蒋超 通讯员 萧
公宣）近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
了一篇题为《弘扬劳动精神 做新时代
奋斗者》的文章，其中，瓜沥派出所社
区民警徐洋被点名表扬。这虽然是徐
洋在央媒的“首秀”，但并不是第一次
被媒体点赞了。

从部队转业至公安战线，徐洋先后
荣获“最具影响力最美浙警”“最美浙江
人”、杭州市十佳亲民警察、杭州市实干
亲民民警、个人三等功两次等多种荣誉
称号。在基层社区一干就是12年，徐
洋说：“在辖区，大家都说‘有事情找徐
洋’，这就是对我工作最大的肯定。”

五一假期，徐洋如约来到孤寡老
人许奶奶家中，为她带来了米和油，家
里也给她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还把
破掉的灯换成了新的，卫生间铺了防
滑垫。提到徐洋，许奶奶赞不绝口：

“家长里短的事情都要麻烦他，照顾了
我7年多，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徐洋
对辖区里的孤寡老人做好了统计，隔
三岔五就要走访一下，为了方便百姓

在第一时间联系到他，他还在辖区街
头巷尾张贴了自己的警民联系牌。

协调各项工作、调解邻里纠纷、巡
查大街小巷……这些都是徐洋的日常
工作。如今，他带领警务站17位辅警
与片区群众共建起“党山警务站义警
联盟”，一起参与社区治理。

另外，他还通过当前年轻人喜闻
乐见的网络直播方式，在“沥”学直播
间为学生们上起有关安全教育、反诈
防骗、反校园暴力等专题普法体验课，
亦师亦友的模式深受孩子们的欢迎。

“我们打破传统法律宣教课程单一枯
燥的局限，推出学法创造营、安防体验
馆等7个特色课堂，截至目前，已开展
12期法律讲座、23期安防体验、15期
戒网瘾系列课程。”徐洋介绍道。

在民警、“儿子”“校长”等多种身
份之间来回切换，徐洋说，基层民警就
要贴近群众，无私奉献，“以言行诠释
对岗位、对人民的坚守，向所有人展现
出新时代公安民警的劳动精神与时代
风貌就是我的责任。”

萧山民警被《人民日报》点赞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项亚琼 通讯
员 赵佳瑜）“反映了这么久的积水小路
终于重新弄好了，再也不用小心翼翼地
踏着小石板出行，孩子们上下学也方便
了很多！”家住北干街道新安园小区的
居民在业主交流群中说道，言语之间洋
溢着开心，家门口一直以来令人头疼的
积水问题终于得以解决。

去年7月起，有居民在业主交流群
中反映，位于金苑大厦与水务大厦之
间的小路一到雨天就积水，不便于居
民出行。为修建地铁，金苑大厦附近
新增了配电房，同时增加的供电电缆
横穿小路而过，抬高了金城路地势，造
成南北高中间低的地势状况。遇到大
雨天气，之前的便民小路积水严重无
法通行。新安园10幢的一位热心居民
见群里邻居一直为此事犯愁，便开始
自己为这条积水的小路“想办法，从一
开始的防尘垫到后来的小方砖，希望
能够暂解困难。

为了巩固“美丽杭州”创建暨“城
市环境大整治、城市面貌大提升”长效

管理成果，解决居民实际需求，绿茵园
社区多次开会研究问题解决方案，并
决定两种方法同时开展。一边是社区
党委书记何彩萍多次去街道反映小路
积水问题，联合街道城市建设和管理
办、社区管理办、街道区域发展办、公
共服务办一起到现场勘察，与地铁相
关单位进行协商，解决好地铁修建所
带来的问题。另一边，社区物业、环境
卫生条线、综治平安条线负责人辅助
金苑大厦物业经理多次向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反映，希望能够将这一事关民
生问题的“关键小事”顺利解决。

在多方努力协商之下，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找好施工单位，并联系金苑
大厦物业经理为这条小路重新浇上了
柏油马路。这不仅解决了路面南北高
中间低的地势，处理好了积水问题，同
时也让小路看上去整洁不少。梅雨季
即将来临，雨水天气将增多，金苑大厦
与水务大厦之间小路的积水问题终于
得以解决，让社区和居民都放下了心
头大事。

道路积水扰民 社区多方解难题

本报讯 （记者 张旭 通讯员 金
雪飞）近段时间，新街街道“显影台”监
督检查工作专班（以下简称“显影台”）
人员深入一线，重点围绕街道“迎亚
运、立新功、展新姿”环境卫生百日攻
坚工作要求，对各村社、单位的环境整
治行动落实情况进行每日监督检查。

在检查中，显影台督查人员和新
街城管中队发现街道建设四路沿线村
庄存在有碍观瞻的构筑物。针对这一
环境乱象，由街道城建办下发抄告单，
要求属地村社限期整改到位。

不仅是显微镜，更要像成像仪一
样曝光问题，这是街道当初建立“显影

台”工作机制的初衷。该工作专班由
街道人大工委、纪工委相关成员组成，
充分发挥监督检查对于保障任务执
行、促进工作落实的“利器”作用。通
过常态化监督检查，从发现问题、下发
整改抄告，到属地单位落实行动、反馈
抄告内容，再到检查部门常态化“回头
看”，街道环境整治督查形成了工作闭
环。“我们点对点下发整治抄告单，进
一步压实了属地村社的责任，形成了
街道和村社同频共振共同抓环境整治
的良好氛围。”对于“显影台”工作机
制，街道纪工委书记童铭直言成效显
著。

用好“显影台”机制 新街环境督查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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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曲特 记者 张
旭）日前，红山农场动员社区及居民群
众共同开展五水共治“找寻查挖”专项
行动，农场网格员、志愿者等社会力量
积极参与，进行领域摸查、河道清淤和
环境整治，实现红山从“里子”到“面
子”的全面治理。

今年以来，红山以“水清、岸绿、
景美”为目标，打好治水“组合拳”，努
力提升辖区水环境治理水平。整治
的同时，农场高度重视水资源的保护
和利用，全力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工程建设，实现农户雨污水全分

流，目前同舟社区农污纳管工作基本
完成。此外，先锋河滨河公园、光明
直河美丽河道和美丽池塘均已建成
投入使用，通过整治修砌改善水域环
境，提升了广大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

下一步，红山将继续强化源头管
控和隐患治理，结合“人防+物防+技
防”，深入开展“五水共治”找寻查挖专
项行动，打造好美丽河道和美丽池塘，
推动红山农场“五水共治”常态化、高
效化、持续化，全力打造宜居宜业的人
居环境。

红山开展“五水共治”找寻查挖专项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