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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居民欢歌载舞
为一线抗疫工作者免费配送午餐

义务给学生送课本

小小快递哥 治理大作为
——乐平探索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新模式
本报记者 邱西颖 /文 通讯员 李毛毛 /图

了解+服务+凝聚
快递小哥加入社会治理队伍
在乐平市洎阳街道观音泉社区，临近美
丽的东湖附近，有这样一间特色小屋：屋顶
悬挂着“洎阳·城管之家 ”和“快递哥驿站”
等几个大字，门外挂着“中国共产党乐平市
洎阳街道快递小哥支部委员会”铜牌；屋内，
“欢迎回家”字样格外醒目，休息区、生活区、
娱乐区、阅览区、医疗服务区等一应俱全，给
人一种家的温馨感。临近中午时分，陆续有
穿着黄、蓝马夹或工作服的人员来到这里，
他们有的聚在一起打桌球，有的喝着茶聊着
家常，还有的径直上二楼休息间去打个盹。
街道工作人员李毛毛告诉记者，这里就是专
门为快递小哥们打造的一处驿站，让他们在
接单或工作之余有个休息地。
李毛毛是街道综治中心网格管理员，自
2019 年 11 月开始，他与全市的快递小哥们
打起了交道，目的就是希望将这个群体组织
起来、
利用起来，
为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出力。
而这项工作的发起人则是乐平市委常
委、市委政法委书记朱瑞龙。朱瑞龙多年致
力于社会治理现代化创新，尤其是在发动群
众参与社会治理方面取得较好效果，他将社

区热心人组成“帮帮团”开展各类志愿服务
活动，在全国成为佳话。他对记者说：
“激发
更多人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有利于拓展治理
成效的广度与深度。”
朱瑞龙坚持的工作思路是：了解人、服
务人、凝聚人。在他的建议下，2019 年 11
月，洎阳街道工作人员逐一走访“美团”
“饿
了么”外卖平台，以及顺丰、邮政、申通、圆
通、中通、韵达等 6 大物流快递公司，并与快
递人员代表座谈，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情
况和面临的困难。通过调查，工作人员得知
快递小哥群体人员众多、工作区域广，且近
乎全天候有人在岗，正好可以弥补街道社会
治理工作人员不足的短板。
此外，针对快递小哥工作强度大、没有
休息场所等突出问题，街道及时利用社区空
置房，专门打造了面积达 300 平方米的快递
哥驿站，并依托驿站成立志愿者服务队，广
泛邀请快递小哥们加入。针对快递小哥们
反映的环卫洒水车常在送餐高峰期洒水，容
易造成人员摔倒，以及繁华地段停车难、部
分小区禁止骑行进入等问题，街道工作人员
迅速成立协调组，成功协调环卫公司错峰洒
水、增设快递小哥专属停车位、小区开通绿
色通道等。
有时候，遇上邻里纠纷、夫妻矛盾等烦
心事，快递小哥们也会来到驿站倾诉，街道
工作人员都会在第一时间帮助协调解决。
贴心的关怀、优质的服务，很快将快递
小哥们凝聚起来，他们纷纷加入志愿服务队
伍，参与到社会治理中，短短几个月就发展
人员 460 余人。

文明先锋+流动探头+平安使者
快递小哥社会治理显身手
“鼎红十字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典当
巷 22 号自来水管漏水，民电路井盖下沉错
位……”李毛毛全天候手机不离手，因为他
和 460 余名快递小哥共同组建了一个“快递
小哥志愿者协会”微信群，每天都有快递小
哥在群里呼他，并通过视频、语音、文字等方

式，上报各类综治问题和治安隐患。接到上
报后，李毛毛会及时将问题上报至综治中心
网格平台，由相关网格派单到相关单位、部
门办理。此外，李毛毛还和该市公共事务服
务管理部门组建了一个社会治理部门联络
群，如遇到紧急事件，他便会第一时间联系
相关单位和部门。
快递小哥在送餐或派件过程中及时发
现并上报综治隐患的做法，有助于更快更好
地解决各类社会问题，受到广大群众一致称
赞，被人们称为城市的“流动探头”。
“以前，我们在工作中时常不被人尊重，
参与社会治理后，得到了更多社会认同，自
己也感觉有成就感和荣誉感。”
“饿了么”骑
手王明彬自豪地对记者说。如今，很多快递
小哥已经不满足于简单的问题上报，他们甚
至会亲身参与到问题解决当中。
“4 月 15 日晚上快递小哥杨志伟给用户
送外卖时，在帮助用户将醉酒的朋友抬上高
楼的过程中不小心踏空受伤，手机也摔坏
了；4 月 17 日晚上快递小哥程发泉在水岸兰
庭小区送餐时，发现有小孩点燃树枝造成起
火，当即找来居民和物业人员一道灭火；4
月 22 日早上第九小学附近因大暴雨导致路
段严重积水，造成交通拥堵、群众无法通行，
快递小哥戴雪平途经此地，用双手掏扒下水
道内的堵塞物，疏通了交通……”李毛毛说
起这一桩桩一件件感人事情时，情不自禁地
称赞道：
“快递小哥们真了不起，他们是城市
的文明先锋和平安使者，是群众安全的‘守
护神’。”
据统计，从 2019 年底以来，该市快递小
哥上报各类综治事件 1000 余件。其中，今
年 1 至 4 月，就有 103 名快递小哥上报了 475
件，涉及发现和处置安全隐患、救助醉酒人
员、帮扶走失小孩和老人等。

党建引领
快递小哥急难险重勇担当
“党组织的力量是无穷的，让我们找到
了正确的人生方向。”2020 年 6 月，洎阳街道

快递小哥党支部正式成立，快递小哥们更加
有了归属感。
该党支部积极发挥教育管理作用，采取
多种激励机制管理快递小哥，并经常性组织
开展各种形式的支部活动，实现了党建引领
提升服务效能。
为激励快递小哥参与社会治理的主观
能动性，党支部对快递小哥上报问题实行公
益积分制，并推出以积分兑换生活用品的做
法。此外，每月积分排名前三名的，还可获
得额外奖励。
为增强快递小哥的文明素质，党支部不
定期邀请交警、城管等部门，开展交通安全
和城市管理相关业务培训，并推广签订“文
明公约”。
今年以来，党支部还时常组织快递小哥
们学习党史、接受革命教育。清明节期间，
组织他们赴乐平登高山，在革命烈士纪念碑
前开展“祭英烈、学党史、做新人”主题活动，
学习革命先烈的奉献精神。
通过学习，快递小哥们树立了强烈的社
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在许多急难险重的任
务中甘于奉献。据了解，在新冠疫情防控期
间，快递小哥们便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他们日行百公里，携带音箱、小喇叭走街串
巷宣传疫情防控知识；他们主动承担为千千
万万市民配送日常生活用品入户的工作；他
们义务为全市小学生送去新课本 3 万多套；
他们和所在的外卖公司免费为防疫工作者
送餐……
李毛毛没有后悔两年前放弃外地高薪
工作而回到家乡，在负责快递小哥参与社
会治理这项工作后，他更加要求进步了，并
以出色的工作成绩获得上级肯定。今年 3
月，在由中央政法委开展的“全国平安之
星”网络评选中，他成功入围“全国平安卫
士”；4 月，他当选为景德镇市青联委员。面
对荣誉，他向记者表示，接下来还会带领更
多快递小哥参与到社会治理常态化和精细
化运行当中，并努力将这种模式拓展到偏
远农村。

共建幸福家园
——横峰县党组织建在农业产业链上促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吕玉玺
经营主体和农技推广力量，成立了由 10 余名党
员中高级农艺师组成的技术服务小分队，为种
养合作社、种植基地，
提供技术服务。
“蜜桃马上成熟要追采果肥，采摘后要对桃
树进行夏剪夏管。”在龙门畈乡紫灵种养专业合
作社蜜桃基地，横峰县农科所负责人江朝福在
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
指导工人给桃树追肥。作为横峰县桃柚瓜果行
业党支部农业技术指导员，江朝福每周有两天
“善塘村产业发展可通过红薯产品多样化，
固定到桃、柚等基地为种植户提供技术服务。
提升产品附加值，打造特色富硒红薯品牌……”
党员聚在产业链上，干部服务产业发展。
4 月 26 日，在港边乡善塘村党员活动室，江西农
该县通过实施一名农口党员领导干部、一名农
业大学机关党委第八党支部与横峰县甘薯行业
技人员挂钩一个种植行业党组织，以葛产业、马
党支部、善塘村党支部的联建支部会正在召开。
家柚、休闲农业等特色产业为重点，积极探索要
会后，来自江西农业大学的专家还在甘薯
素保障、技术服务、加工销售的有效办法，促进
种植基地，为全县甘薯种植大户进行技术培
产业升级发展。
训。
“善塘村甘薯种植户多，我们成立甘薯行业
党支部，并与江西农业大学机关党委第八党支
群众富在产业链上
部共建，实现了党建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
“我种植的葛全部交给葛行业党支部的种
港边乡党委书记黄利忠表示，党支部建在农业
植大户统一销售，价钱公道还提供上门服务。”5
产业链上，通过“支部+产业+基地”的党建模
月 15 日，葛源镇葛源村脱贫户封炳文正在挖
式，把组织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葛，
“今年已经销售近 5000 公斤了，收入差不多
在江西农业大学专家的指导下，去年，善塘
有 2 万元，还有 1.5 万公斤在田里，等待陆续采
村种植红薯新品种，一公斤最高卖到了 13.6 元， 挖，估计全年收入可以超过 7 万元。”
产品还供不应求，带动农民增收 50 万元。
葛源镇、新篁办事处村民有种葛传统，横峰
根据全县农业产业情况，横峰县设立了葛 县葛新片区种养行业党支部成立后，种植大户
行业、甘薯行业等 6 个农业行业党支部，每个行
陈接义统一对散户的葛根上门收购进行销售，
业党支部由县农业农村局选派一名班子成员任
解决了散户量小销售难、卖不出好价钱的问题。
第一书记、一名农技人员担任产业技术指导员。
葛新片区种养行业党支部书记饶立松介
同时，该县积极打造“兴安驿站”，通过支部 绍，成立党支部后大家抱团发展，大户带散户、
“1+1”共建，社区党员网格化“1+N”联系，由
党员带群众，葛根种植面积扩大了一倍，葛根品
“兴安驿站”将全县各类果蔬和农特产品，通过 质提升了，市场销售也俏了起来。
线上点单、线下购买方式，送进社区，走上百姓
该县坚持党建引领产业发展，通过党支部
餐桌。去年以来，
“兴安驿站”帮助农业基地线 引领、党员带动、群众参与，提高农业质量效益
上线下销售产品价值 900 余万元。
和竞争力，促进扶贫产业持续发展，带动群众持
续增收致富。同时，注重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
党员聚在产业链上
用，让党员成为产业振兴、产业扶贫的组织者、
“桃子、杨梅马上要上市了，为帮助种植户 好帮手；注重在产业基地、合作社、农业企业创
拓宽销售渠道，这几天请专业人员拍摄了一些 业带头人、致富能手中培养发展党员，带动群众
有关桃子、杨梅的短视频，宣传我们的产品。”横 共同致富，实现党员和产业双培育、双发展。
横峰县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横峰县以党建
峰县桃柚瓜果行业党支部书记钱少华说，蜜桃、
杨梅成熟期正值梅雨季节，支部提前谋划，与水 引领乡村振兴，把“秀美乡村、幸福家园”创建作
果批发商对接后签订了一部分果品的购销合 为重要平台，试行“村级党委（党总支）+农业产
同，并利用抖音、微信公众号等进行采摘宣传。 业链党支部”运行模式，探索出一条“党组织建
不仅是销售服务，横峰县还积极发挥党员 在产业链上、党员聚在产业链上、群众富在产业
先锋模范作用，建立党员专家库，培育新型农业 链上”的产村融合发展之路。
横峰县将党组织建在农业产业链上，让基
层党组织活动由室内走到田间，为基层党的建
设打开了另一扇窗，走出了一条“党组织建在产
业链上、党员聚在产业链上、群众富在产业链
上”的产村融合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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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起一片天

黎 军 邹海斌

近年来，乐平市贯彻“共建共治共享”
理念，积极发动社会群体参与到市域社会
治理现代化实践中，继成功打造全国最佳
志愿服务组织“帮帮团”之后，又将快递小
哥群体组织起来，让其担当社会治理前线
的“流动哨兵”，由此建立起一种“快递小哥
吹哨、综治中心响应、部门单位报到”的社
会治理新模式。
近日，记者走进乐平，对该市的这一创
新做法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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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萍乡武功山全域
旅游的大发展，景区的知名度和美
誉 度 在 国 内 外 逐 年 提 升 ，叫 响 了
“ 云 中 草 原 户 外 天 堂 ”的 金 字 招
牌，众多游客纷至沓来，也为山区
群众带来了更多就业机会。今年
54 岁的刘金发是萍乡武功山风景
名胜区麻田办事处大江边村村民，
他瞅准当地旅游发展的好前景，
返乡做起了挑山工，年收入近 5 万
元 。 在 萍 乡 武 功 山 ，像 刘 金 发 一
样 的 挑 山 工 还 有 很 多 ，他 们 不 畏
艰险、乐观向上，成为当地优美自
然风景之外的又一道独特人文风
景线。
本报记者 刘启红摄

《区域》有两个属性：一是“区域”，二
是
“观察”
“
。区域”
划定了该版报道的宽度，
即聚焦我省县（市区）层面，涵盖区域性合
作区及乡镇（街道）、村（社区），辐射我省
边界地域；
“观察”则界定了该版报道的深
度和力度，
即以观察性的深度报道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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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实践关键在﹃实﹄

携带音箱、喇叭宣传疫
携带音箱、
情防控政策

文化兴，则国运兴。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要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不
断提升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
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程度。
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关系乡村全面振兴，关系彻底打
通群众工作“最后一公里”，是文化振
兴的重要抓手和有效载体。
笔者近日在一些社区、乡村了解
新时代文明实践场所的运行情况，真
切感受到，文明实践如何实践，关键
在“实”。
义诊、科普、普法、亲子阅读、爱
心家教……日前，宜春市宜阳新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门口的一块电子
展板，告知当周的活动安排，每天一
场，向公众开放，全部免费。
“ ……别
让子规口血蒙了眼，别用泪水送儿别
人间”
“我们没有罪，我们要斗争”，在
余干瑞洪镇山前村，从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小喇叭里传出的童趣声·红色家
书朗读声，将夏明翰烈士就义前写给
母亲、姐姐的信中那份对爱的深沉、
对革命的坚毅的情感传递开来。当
地群众说，新时代文明实践场所的活
动多了，大家的参与度高了，无形中
学到了更多的文化，这些实在的做法
真好。
好在哪？好在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顺应了群众期盼。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所、站），是建在群众家门
口的公共文化场所。宜阳新区让这
些公共资源用起来、活起来，把群众
聚起来，乐到一起来，就是不断满足
基层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余干
县瑞洪镇前山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里，59 岁的湖咀村村民张美花直夸这
个站办得好：
“儿子、儿媳到杭州打工
了，她经常都会带着 5 岁的孙子到这
里接受党建文化法制宣传员张晶晶
给孩子们上的学前辅导课，孩子学了
知识，家长在外也放心。”
实在哪？一是“大门常开”，就是要让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所、站）的大门敞开，做到有人定期值班，常态性
地面向广大居民、村民开放，让群众进得来、喜欢来，愉
悦身心。二是“活动常搞”，就是要以服务群众需求为出
发点，经常性地、多种形式地开展各类文明实践活动，寓
教于乐，提升思想。
只有实了，才能好。怎么个实法？笔者认为，宜阳
和余干的几点做法可资借鉴。
首先，创新形式夯实运作机制。各地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所、站），要走出“重建轻管”的误区，做到建管并
举，管用相长，确保每一个中心（所、站）都能建好管好用
好，成为干部群众文明实践的重要阵地。各级党委、政
府要在经费上、制度上、内容上，为这些文明实践阵地提
供强有力的保障和支撑。还有，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要
做到“大门常开，活动常搞”，需要有固定的工作人员，要
不拘一格，多种形式探索培养、建立新时代文明实践队
伍。2019 年 12 月，宜阳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先行
先试，以类似于项目招商的形式签约引入微爱公益，通
过购买社会服务，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培养一支专
门的日常管理、志愿服务力量，更好地推动新时代文明
实践。
其次，尊重民意建实活动阵地。2018 年，余干县瑞
洪镇前山村文明实践站挂牌在村委会办公，很少有群众
主动参与。通过走访调研得知，多数群众感觉村委会是
比较严肃的地方，开展活动总感觉放不开。为此，该村
将实践站改建到村口樟树下，群众觉得实践站接了地
气，参与热情自然而增。在实践广场建设过程中，群众
又建议安装几盏灯方便晚上活动，该村及时采纳并改
进。如今，实践站既有可供村民阅读的图书室，也有村
民活动的广场，还有村民学习的大讲堂，更有老人的幸
福食堂。村民们自编自演小话剧，组建合唱队，吸引了
邻村的村民前来参与，小村庄的文化气氛日益浓厚。
再者，以民为本办实群众小事。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所、站）是一个大平台，要注重整合文明实践力量，探
索与志愿服务队伍相结合，
通过文明实践项目、
志愿服务
活动的常态化打造，真正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在常态
化的为民服务中吸引群众、
凝聚群众、
服务群众，
形成
“群
众有需求，就能找到好帮手”的好氛围。近期，余干县委
宣传部联合余干县新华书店组织“送红色经典进文明实
践站”
的活动，
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宜阳新区微爱公
益签约入驻实践中心以来，通过“有人管、有人来”
“请进
来、走出去”等灵活方式，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管理得
井井有条，志愿服务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他们还组建
“宜阳帮帮团”，深入到各个社区、居民小区，定期开展各
类便民服务，包括义诊、爱心理发、免费磨菜刀等细小的
便民服务，
为居民排忧解难，
受到群众交口称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