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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长沙市政府西迁至岳麓区岳麓
大道， 一向默默无闻的银盆岭街道站到了市
府核心区的新起点上，迎来崭新的发展机遇。

2008 年， 银盆岭街道被划为滨江新区
核心区，大开发、大建设、大发展的热潮日夜
涌动，发展步伐全面加快。

2015 年， 湖南湘江新区获批国家级新
区，银盆岭街道站在国家级新区这个巨人的
肩膀上，以恢弘气势领航大河西都市繁华圈
崭新崛起。

小团队释放大能量，微力量促进大发展。
银盆岭街道快速崛起的背后，源自基层、

来自民间的“家长里短帮帮团”积极参与到经
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去， 成为银盆岭街道变身
财富“洼地”、宜居宜业幸福家园的重要力量。

桐梓坡大板房棚户区改造二期项目是
长沙市委、 市政府确定的 2015 年重点棚改
项目。 围绕这项中心工作，街道创新“家长里
短帮帮团”社会治理模式，项目征收过程中，
8 名“家长里短帮帮团”成员与指挥部工作人
员一起走楼栋、进家庭，及时疏导群众情绪、
调解矛盾纠纷，进一步融洽了党群、干群关
系，搭起幸福银盆党群连心桥，共建共享宜
居宜业幸福社区。

大板房评估裸价公布当天，52 栋有位居
民老高（化名）认为价格太低，写公开信给市
领导，称农民拆迁有房子、车子、票子，要求
享受农村集体土地房屋征收政策，扬言联系
2000 人签字后上访，并在网上发布公开信。

“家长里短帮帮团”成员朱宗球和桐梓
坡社区书记袁跃军及时上门，耐心讲解相关
政策，同时指出，私下串联、散布不实信息是
违法行为，影响其他人正常签约，会产生严
重后果。

充分沟通后， 老高的思想彻底转变，不
仅带头签约，还主动配合做 52 栋其余 40 户
的思想工作。 老高原来是一家服装厂的副厂
长，邻居们都是厂里的员工。一周后，40 户居
民齐刷刷全都签了字。

有居民问：“指挥部请你吃饭了？ ”老高
笑答，“我连一根烟都冒抽过，是‘家长里短
帮帮团’让我吃了‘定心丸’。 ”

一个个问题得到解决， 一个个故事在流
传。 桐梓坡棚改项目征收，2571 户楼栋私房
户签约 2551 户， 签约率 99.2%， 腾房 2536
户，腾房率 99.4%，27 家单位实现签约，工作
顺利推进，气氛和谐融洽，群众送来 35 封感
谢信、7面锦旗……折射出银盆岭街道在转型

升级、 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家长
里短帮帮团”这支“预备役”、“支前
队”里的“润滑剂”和“稳定器”作用
再次得到充分彰显。 这也是街道创
新群众工作机制和工作方法、团
结人民群众的生动“剪影”。

秉持“你发展，我服务”的理

念，银盆岭街道提出了“主动服务、全程服
务、换位服务”，努力实现向“小政府、大社
会”的服务型政府转型。 以“五老”为骨干的

“家长里短帮帮团” 以志愿服务凝聚广大居
民群众，齐心协力实现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
面，为街区经济建设注入了强劲动力，打造
了银盆岭街道经济发展升级版。

“‘帮帮团’工作是街道工委、办事处创
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也是居民群众‘自我
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重要平台，更
是党在基层宣传和组织群众的重要途径。 ”
银盆岭街道工委书记张淳表示。

在“帮帮团”新的工作筹划中，按照有制
度、有主题、有阵地、有特色、有成效“五有”
标准，打造“邻里帮手”工作室、张嗲嗲工作
室、范志明工作室、蔡娭毑工作室、“红袖章”
工作室、 徐正清工作室等 6 大特色工作室，
起到“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的示范引领
作用，强化“帮帮团”整体工作成效。

一年一个新台阶， 每月都有新亮点，每
季都有新变化，每年都有新形象。 沿潇湘大
道一路往北感受车畅人欢之旅，主干道周边
高楼拔地而起。 站在银盆岭大桥西引桥处眺
望，滨江新城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创新基层治理模式，银盆岭街道正迸发
强劲活力。 乘湖南湘江新区获批中部地区首
个、全国第十二个国家级新区之雄风，银盆
岭街道正以崭新的面貌，强势崛起于湘江之
滨，形成一道靓丽的城市天际线，绘就“气势
如虹、秀美如画”的西岸美景。

蓦然回首，万家灯火时，“家长里短帮帮
团”却在灯火阑珊处！

成员来自“草根”阶层，个个都没有三
头六臂，但能量非同小可，美名更是穿越
了三湘四水。 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家
长里短帮帮团”成长壮大？

力量出自本能。五千年文明传承，行善
积德、 扶危济困的传统美德早已渗进了中
华民族的血液。视社区为家，把街坊邻居看
成亲人，“家长里短帮帮团” 成员都是有胸
怀和觉悟的爱心人士。 朴素的情感具有本
能般的力量， 真诚付出激发社区居民和社
会各界积极回应， 让成员们有使不完的力
气。

力量来自引导。 以价值为导向，建立
实现多元价值追求的复合治理，推进社会
治理精细化，最大限度增进社会和谐是时
代的选择。银盆岭街道引导“帮帮团”一步
步走向规范，体现了基层党组织在新时期
动员人民群众团结奋斗，贯彻党的群众路
线的求真务实态度和创新精神。

力量源自推动。 从成员挑选，到资金
投入，到组织宣传，再到不断的制度创新，
银盆岭街道把“帮帮团”作为一大中心工
作， 以实实在在的投入来推动其健康运
行。

任何事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帮帮
团”的成功，是原生态的生命力，人心向善
的内驱力，加上基层政府正向引导力和推
动力，合力而成！ 阳光雨露，土地肥美，是
草原茂密的强大助缘！ （周云武 李治）

———长沙岳麓区银盆岭街道“家长里短帮帮团”志愿服务团队纪实

湘江西岸，风景这边独好！
国家级湖南湘江新区的版图

上， 长沙市岳麓区银盆岭街道正从
昔日默默无闻的城郊结合部， 蝶变
成现代商业核心区。 2009—2015
年银盆岭街道创下了区级财税收入
连涨 8 倍的好成绩 ， 2012 年和
2013 年连续两年跻身长沙市“十强
十快街道”。 这片创新创业的热土，
以较小的地域面积， 赢得较大的发
展空间、较优的发展环境、较好的发
展质量。

在这片日新月异、 不足 8 平方
公里的土地上，常年活跃着一支“家
长里短帮帮团”队伍。 46 人的小团
队激情燃烧， 演绎出一幕幕充满爱
和温情的动人故事， 汇聚澎湃向上
的人间正能量。

听说社区里有人焚烧垃圾， 严重污染
了空气，新年伊始，银盆岭街道“帮帮团”成
员张国良马不停蹄忙了起来。接到投诉后，
他第一时间赶赴焚烧现场，多番耐心劝阻，
终于做通了社区居民汪某的工作， 守护了
社区蔚蓝的天。

小区道路开挖，下水管网更换，树木移
栽补种，社区提质改造让社区变工地，居民
出行受阻，小区内居民颇有怨气。为协调好
施工方与物业、居民之间的矛盾，铜盆湖社
区“帮帮团”成员蔡贤兰挺身而出，成立 17
人的“爱小区”志愿服务队，不分节假日每
天坚持巡逻， 维护施工现场， 看管施工材
料，开展义务巡防，指挥车辆有序停放，为
社区建设保驾护航。

“楼下包子铺搅拌机清晨产生巨大噪
声，夜夜扰人清梦，孩子晚上失眠，白天上
课提不起劲。 ”多次上门沟通无果，英才园
社区居民郭先生怒气冲冲。

“家长里短帮帮团”西片片长徐正清老
人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晓之以情、 动之以
理，苦口婆心做通了双方的思想工作，一场
纠纷化解于无形， 赢得了街坊邻居的一致

点赞：“‘阿筋爹爹’事摆得平，善后处理得
好，感动！ ”

……
随着街道的发展， 各种小矛盾、 小纠

纷、小问题也随之增多。一些看似鸡毛蒜皮
的小事，却经常惹出大麻烦，甚至为了十块
钱麻将钱、一包和天下香烟闹出人命来。而
这些，光靠街道干部无法一一化解。

“怎么办？必须加强基层基础，创新群众
工作机制和方法，组织和动员群众，破解群
众身边的难题，把群众细小问题的解决落实
在行动上，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银盆岭街道工委书记张淳想到街道、 社区

“五老”等热心人多，可以把他们组织起来，
成立“帮帮团”，解决群众身边的问题。

于是，银盆岭街道把一些有精力、有特
长、有威望、有爱心、有责任心的党员、骨干
和热心群众聘为街道调解委员会委员，再
由他们把社区的热心人士组织起来。

银太社区的张利纯是个非常热心的娭
毑， 处理小区棋牌室的问题受到很多居民
的称赞。她第一个报了名。像张利纯娭毑这
样热心的老人太多了，“帮帮团” 迅速成立

起来。
夫妻矛盾、邻里纠纷，一些清官难断的

“家务事”，请街道、社区德高望重的“五老”
成员出面协调，问题一下子迎刃而解。

“上为党分忧，下为民解愁！ ”“帮帮团”
志愿者范志明这样诠释自己的工作。 他们
化身为政策宣讲员、矛盾纠纷调解员、民情
巡访员、网格管理员，主动串门走户，了解
社情民意，以一片真情化心雨，凝聚人心助
发展，成了街道和社区的好帮手、居民的贴
心人，在加快“幸福银盆”建设中激情燃烧，
发挥着促进邻里和谐的“润滑剂”和维护社
区秩序的“稳定器”作用。

2015 年 1 月 4 日，某文化公司的员工
因停车问题与居民李某发生争吵， 盛怒之
下将李某一顿拳打脚踢。凭空挨了一顿打，
愤愤不平的李某叫来十几个朋友， 气势汹
汹将该公司宿舍围了个水泄不通， 扬言要
打击报复。

现场十分紧急， 矛盾随时可能升级。
“帮帮团” 成员闻讯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和派出所民警一起进行调解， 功夫不负有
心人，经过长达数小时的沟通，终于化解了
矛盾，避免了一场恶斗。

“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 ”“帮
帮团”成员最初不足 20 人，如今队伍日益
壮大， 职责从单纯的解决邻里纠纷扩大到
法规政策宣讲、社会民生帮扶等六大方面。

“家长里短帮帮团”自成立以来，共化
解房屋漏水、房屋租赁、小区停车、门店经
营等各类矛盾 1000 余起， 调解成功率达
到了 95%以上。

同住一个社区， 共享一片蓝天。 这些
“清官”难断的“家务事”，处理不慎极有可能
上升为治安事件或者刑事案件。在“帮帮团”
的参与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防止纠纷成
积怨、问题变案件，让生活更安宁更安定，社
会更和谐更稳定。 一时之间，社区和谐之风
劲吹，睦邻友好蔚然成风。

“女儿失而复得，真要感谢‘帮帮团’的
志愿者周爹爹。”2015 年 10 月 30 日晚上，
银鸿社区狮子岭一片盛隆超市的老板娘林
芳喜极而泣，抑制不住激动心情的她，连连
向“家长里短帮帮团”志愿者周学均道谢。

当天下午 6 时许， 她孤身一人照顾小
卖铺生意。因招呼客人，一时之间无暇顾及
女儿。 等到客人走后，她才恍然发现，五岁
的女儿竟然不见踪影。 眼看着天色越来越
暗，天空飘起了小雨，万一女儿被拐走了怎
么办？ 无助的林芳焦急万分，几近崩溃。

得知情况后，“家长里短帮帮团” 志愿
者立即召集社区居民， 第一时间动员大家
分头找人。

“一家有难，八方支援”。十余名社区热
心人陆续加入到志愿者行列中。 经过近一
个小时地毯式搜索，“家长里短帮帮团”志
愿者终于在小区里找到了林芳的女儿。

“天冷了，一家两口有没有换厚被褥，
家里电器需不需要维修？ ”寒冬腊月将至，
银鸿社区“家长里短帮帮团”志愿者杨国均
始终放心不下患有腿部残疾的唐树茂。 一
下了班，他就马不停蹄奔向唐树茂家。

心细的杨国钧看到厕所天花板因年久
失修，早已老化，楼上水管漏水不断，让唐

树茂和妻子贺立平生活极为不便。
第二天下午，杨国钧带上工具，再一次

来到唐树茂家， 不事张扬的他在厕所敲敲
打打近两个小时，终于把水管修好了，帮两
口子解决了生活的大麻烦。

“‘帮帮团’看似做的小事，帮的却是大
忙！ ”街道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文注桃
感慨地说，“我们强化组织领导， 将‘帮帮
团’工作开展情况纳入社区（村）年终考核，
形成信息一日一报送，一周一汇总、一月一
小结，问题台账分层、分类交办，定期开展
业务培训、学习交流活动等工作机制，更加
充分地发挥‘帮帮团’的作用。 ”

近年来， 银盆岭街道把打造“幸福银
盆”作为战略目标，“幸福银盆”已成为“闪
亮品牌”。

“没有老百姓的安居乐业和幸福感的
提升， 只剩冰冷的钢筋混凝土和干巴巴的
数字，那还叫幸福银盆吗？ ”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建设‘幸福
银盆’， 更要加强党的建设和精神文明建
设。 物质、精神文明双丰收，居民群众才有
获得感、幸福感。 ”

“动员群众之力，共建共享幸福银盆。 ”
银盆岭街道党政班子在基层工作的实践中

摸索和思考，趟出了这样一条新路子！
一个个难题迎刃而解， 一次次善行义

举口口相传、 暖人心田。 关键时刻，“帮帮
团”志愿者的善行义举，如涓涓细流、润物
无声， 汇聚着澎湃向上的暖人力量，
彰显着“家
长里短帮帮
团” 志愿者
的大作为 ，
奏响了幸福
家园你我共
建 的 时
代强音。

“微力量”，汇聚人间澎湃正能量

小团队释放大能量 邻里相亲暖人心

小善举彰显大作为 幸福家园你我共建

微力量促进大发展 大河西排头兵崭新崛起

草根的力量

短 评

绿地中央广场。 这是银盆岭街道近年来引进的第一个标志性项目，此后现代服务业在这片 8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发展迅速，奥克斯、绿地、红星美凯龙、世茂、保利西海岸等五大城市综合体将
相继建成，总部楼宇经济、金融商务、文化娱乐、生活服务四大主导产业已然成型。 范远志 摄

鸟瞰银盆岭街道商业
区， 这里现在是国家湘江
新区的核心地带之一。

范远志 摄

平常面孔背后，是真诚奉献的古道热肠。 图为“帮帮团”合影。 （银盆岭街道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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