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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城看变化

新增 26 处休息凳
居民生活更方便

照片墙上是满满的幸福

为了提升小区整体形象，提高居
民的居住舒适度，综合小区居民的意
见，
近日，
京杭社区协调相关部门决定
在如意印染小区内安装休息凳。
“ 我们小区老年人比较多，平时
出门遛弯乘凉还要自己拿着小马扎，
上了岁数本来行动就不便，这样太麻
烦，
所以向社区提了这个要求。”小区
居民张大妈说。接到社区工作人员的
反馈后，
8 月初，相关部门对如意印染
小区进行了全面勘察，
对主次干道、楼
前后、休闲小广场等多处位置制定了
安装实施方案。目前，
指定的 26 处位
置休息凳均已安装完毕。
（ 本报记者 赵豫）

看看运河社区居民的幸福新生活

硬件大改造，
软件大升级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社会各领域

本报记者 武旭 通讯员 岳阳
路面硬化、车位修建、楼道粉刷、路灯安装……
“ 创城”以来，济阳街道运河社区不仅在社区
硬件建设上下足了工夫，更是开展了
“ 幸福照片墙”“
、 青春对话”“
、 运河行，老年乐”等丰富多
彩的精神文明
“ 软件”工作，让社区居民在丰富的社区活动中增进了解，促进和谐，成为了
“ 一
家人”。

杂草堆变身停车位，
一举措解决俩难题
运河社区内生活着大量老年人，一旦他们的身体遇到
私家车整齐划一的停靠在车位里，非机动车井然
突发情况，
救护车根本就无法进入小区内抢救，
可能会
有序的排列在新修建的车棚里；
在两栋居民楼之间，
还
造成严重后果。因此，
运河社区下决心解决这一老大难
安放了棋盘和座椅，
几位老人正在打牌、
下棋……进入
问题：
把杂草丛生的绿化带做硬化处理，
改造成居民急
运河社区运河小区东区，一派和谐文明的景象映入记
“ 虽然社区下定了改造决心，
但面临的困
者眼帘。可谁能想到，
这里在几个月前还是杂草丛生、 需的停车位。
蚊蝇乱飞的景象。
难也不少。”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首先跳出来的
“ 以前这里是小区的绿化带，说是绿化带，其实都 “ 拦路虎” 就是绿化带上大大小小的香椿树。这些香
椿树已经种植多年，甚至有些是小区刚刚入住时居民
是杂草，一到夏天就蚊虫乱飞，院里根本待不住人。”
就种植的，
要想砍掉它们，
必须征得居民的同意。于是
运河社区居委的陶红书记告诉记者，
除了杂草，
还有居
社区工作人员开始一家一家的做工作，经过反复说服
民种植的大量香椿树，不但招来蚊虫还遮挡了居民的
劝导，
居民们终于同意了改建计划。经过改造，
运河小
采光，
引发了不少邻里矛盾。作为老旧小区，
在此次创
区新增车位 80 个，
基本满足了居民的停车需求。
城中暴露出来的不仅有环境卫生问题，还有困扰小区
在运河小区东区 5 号楼前，记者遇到了楼长郑来
多年的停车难问题。运河小区建于 1999 年，
当时拥有
成。
“ 小区最近一两年的变化，赶得上过去十几年，路
私家车的居民还不多，
因此小区并没有设计停车位，
而
灯也安上了、车位也划好了、防盗门也装上了、墙面也
现在，
小区里的私家车日渐增多，
缺少停车位的问题也
都重新粉刷了。虽说这是老小区，
却焕发了新面貌。”
日渐突出。整个小区内只有绿化带和楼道之间的道路
提到小区的变化，
郑来成感慨地说道。记者了解到，
目
上可以停放，本来就不宽的楼前道路因此变得更加拥
前运河社区粉刷楼道 23 栋、
2.1 万余平方米，安装路
堵了。
“ 随意停放的私家车几乎把小区的道路堵死，
不
灯 26 个、防盗门 40 个、新增监控探头 20 个，新建车
仅杂乱无章的影响美观，还潜藏着不少安全隐患。”社
棚 11 处。
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作为老旧小区较为集中的社区，

业余活动丰富多彩，
小社区已成大家庭
在运河社区居委门前，
一面照片墙格外引人注目。
“ 陪孩子成长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 我的幸福是父母
健康，家庭和睦”“
、 爱爸爸妈妈就是我的幸福”……
几十张照片配上简单的话语，让人也感到了扑面而来
的幸福。作为照片墙的发起人，运河社区第四网格的
网格员张艳秋告诉记者，这面照片墙可不只是
“ 晒幸
福”这么简单。
“ 这些照片都是居民们主动发给我们
的，我们打印出来后贴上，就是想要营造社区大家庭
的概念。”张艳秋告诉记者，本着
“ 快乐分享，幸福分
享”的目的制作的照片墙，让路过的社区居民都能潜
移默化地受到感染，
感受
“ 家”的幸福。
“ 除了照片墙，

我们还制作了微信，阅读量也很高。不少居民都告诉
我，
家里的老人没事就翻出来看看。”张艳秋说。
除了照片墙，
运河社区还立足本社区的实际情况，
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在丰富居民业余生活的
同时，也大大促进了邻里间的关系。
“ 比如今天下午，
我们就组织已经上大学的大学生们，跟今年即将入学
的大学新生们展开交流，
传授学习经验。”社区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
针对老年人精神生活比较空虚的现状，
社
区组织了剪纸、
包粽子等活动，
丰富老年人的生活。此
外，还组织志愿者给老人们定期理发、按摩，为行动不
便的老人提供家政服务，受到了社区居民的一致好评。

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确
立以后，只有将它社会化、大众化、日
常化，
转化为人们的工作价值观、
日常
价值观和生活实践，才能逐步成为人
们共同遵循和维护的价值取向、价值
追求、
价值尺度和价值原则，
植根于人
们的观念深处、
思想深处和灵魂深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具体化为不
同层面、
不同领域的价值体系，
并实现
制度化、具体化，才能够真正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渗透到社会生活各领
域，
成为国家的主流文化。如果核心价
值观始终停留在观念层面，停留在一
般性的、
抽象性的原则层面上，
它就不
可能真正成为国家的主流价值观，更
不可能转化为人们身体力行的价值标
准和价值取向。
要在全社会推动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把它同实际工
作和实际生活融为一体、
相互促进。这
就必然要求我们根据社会生活的各个
领域、
各个行业、
各个人群、
各个地域、
各个单位的实际情况，提出具体可行
的价值观；要求我们必须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具体化到经济
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各领域。要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社会公
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
转化为机关准则、企业规章、社区公
约、
乡规民约和学生守则等，
渗透到社
会生活方方面面；要以群众性实践活
动和文化活动等多种形式为载体，引
导人人参与、人人体验 ，逐步实现人
人知晓、逐步认同、形成信仰。这些是
更加具体、更加细致的 工作，是真正
落细、落小、落实的工作 ，需 要 在 深
化、细化、可操作化研究的基础上，推
进实践。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
观，关键在于一个“ 融” 字。这个
“ 融”，体现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与法治建设、国家制度以及社会方方
面面的内在
“ 默契”关 系，体现出自
律与他律、内在与外在 、观念与行为
的统一。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融通之
“ 道”，才能彰显 核心价值观
对人们行为的有效指引作用，充分调
动全体公民积极践行核 心价值观的
参与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