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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高地新任务

在国家“一带一路”大棋局中，长沙是重
要节点。 今年，长沙以“建功必须有我”的战
略担当精神，启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以湘
江为轴，河东河西都在积极探索新战略目标
下的发展新模式、新经验、新路径，引领中部
加快融入全球经济文化交流圈。

所有经济文化建设，最终都是为了让人
民生活得更加幸福。 经过一年多努力，岳麓
区提质提档工作已打下坚实基础，河西民生
新高地、社区生活新福地的建设眼下正向纵
深推进！

从湖南在全国“一带一部”战略地位来

看，需要长沙发挥核心增长极功能，辐射带
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江
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地区
加快发展。 这一战略构架中，岳麓区扛起了
大河西脊梁的重任。 特别是随着湖南湘江新
区获批，岳麓区在长沙新一轮发展中，权重
前所未有！

岳麓区委书记周志凯介绍， 打造省会
“西引擎”、“西高地”，岳麓区的战略选择是：
推进产业融合、产城融合、城乡融合，着力于
新城国际化、产业高端化、城乡一体化、治理
现代化和民生普惠化“五化同步”，建成全面
小康社会，实现基本现代化。 社区全面提质
提档，则是岳麓区积极参与国家中心城市建
设的重大战略举措。

民生提质， 幸福提档———在去年 17 个

社区居民实现了“幸福在家门口升级”之后，
全区今年以“品质高端化、服务优质化、治理
多元化和居民幸福感普遍提升” 为总目标，
紧紧围绕“社区党建、人居环境、公共服务、
和谐稳定”四大板块，今年紧锣密鼓筹划 34
个社区的提质提档。

战略任务确定后，岳麓区整合“城乡造
绿增绿”、“城管品质工程”、“社区提质提档”
三篇文章，形成全区“一盘棋”。 以问题为导
向，以品质为追求，以老旧社区为重点，在 34
个社区精准发力。

“精细管理凸显岳麓标准，精神文明和
物质文明共同进步，确保打造出代表国家中
心城市发展水平的现代化和谐社区！ ”岳麓
区委副书记、区长刘汇说，今年将坚持分类
实施、整体推进的原则，根据各社区具体情
况制定“一社区一方案”。 务实求精，确保老
百姓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是提质提档
的终极目标。

民生福地新蓝图

“以实实在在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多雪
中送炭，少锦上添花。 ”岳麓区委副书记周凡
介绍，今年的提质提档工作以岳麓山大学科
技城和西站为中心，以西二环和麓山南路为
纽带，对岳麓山周边的党校、云麓园、湖大、
师大等社区，和湘江新区交通枢纽中心周边
的箭弓山和南家塘等社区实施整体连片提
质，让幸福之花在大河西绽放得更加灿烂！

提品质，美环境，打造生态宜居岳麓。 岳
麓区拥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山水洲城集于
一身。 环岳麓山周围，岳麓街道、橘子洲街
道、望月湖街道、西湖街道数十个社区已经
启动改造，摆开了阵势。

提品位，强活力，打造人文智慧岳麓。 岳

麓区有千年学府岳麓书院， 且高校云集，不
少都是知名高等院校，吸引几十万专业技术
人才聚集。 提质提档工作注重打造社区特色
人文景观，为营造书香氛围和涵养现代文明
气息埋下伏笔。 如岳麓街道云麓园社区是中
南大学法学院所在地， 区街社区投入 1000
余万元实施小区基础设施提质，并充分挖掘
法律资源，着力打造法治社区。 开展法治宣
传教育、增设法制宣传橱窗、新建法治主题
公园、完善法律服务体系，实现校、区资源共
享，推进社区和谐稳定。

提品牌，优服务，打造幸福和谐岳麓。 国
家级的湘江新区以岳麓区为主体，还有国家
级的高新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战略平
台。 平台集聚有梅溪湖两型生活艺术节、岳
麓山红枫节、橘洲音乐节等富有地方特色的
文化艺术活动品牌，今年还将进一步通过丰
富多彩的社区活动，让居民们从楼房社区的
陌生冷漠走向友爱互动。

如润龙社区是梅溪湖街道的村民集中
安置社区，入住村民近 2000 户 4000 余人，
流动人口 2000 余人。 洗脚上岸的村民的行

为习惯与城市社区理念相距甚远。 社区注重
增配文化娱乐体育设施，通过组织开展各类
人群文化娱乐活动， 增强居民的向心力、凝
聚力。 同时，引进绿动环保社区服务中心等
专业机构，培育“绿媛”等环保骨干，在社区
开展垃圾分类、酵素制作等活动，增进居民

“两型”意识，推进环保型社区建设。
今年，岳麓区提质提档工作将以“提品

质、提品味位、提品牌”为主线。 项目执行上，
坚持“七个统一”，即统一“立项、设计、评审、
招标、调度、验收、管理”，把好设计关、建设
关、监管关和移交关，科学论证，统一标准，
确保硬件上水平、软件有特色。 通过将 34 个
社区打造成示范社区和先进社区，引领全区
各个社区全面构建有特色的幸福生活，建设
好长沙大河西的民生福地。

“十二五”以来，岳麓区聚焦产业转型，
坚持创新驱动和内外联动，成为省会经济增
长西引擎，建设西高地。 在长沙建成国家中
心城市，推动长江中游和长江经济带加快全
面发展的新征程中， 作为主力军团的岳麓
区，将始终高扬民生福祉的旗帜！

家门口变化大，幸福随处可见

社区提质提档改造，幸福看得到。 湘江
西岸，一批社区正在大家的眼皮底下悄然巨
变。

阳明山庄是个有十余年历史的老旧社
区。区财政去年投入 1600 余万元，对老旧房
屋立面整体提质改造、修复路基、改造停车
位；梅溪湖街道投入 200 余万元，用于社区
公共服务中心、同心家园等服务阵地建设。

提质提档后，道路平坦宽敞了，小区环
境干净了。 房屋“大花脸”不见了，渗水问题
断了根；道路不再雨天泥、晴天灰；新增 300
多个车位；房屋外墙刷上统一的红漆，透过
林荫路上的绿叶望去，如同一朵朵散开的大
红牡丹。 登上石阶是一座小山，山顶是新平
整出的露天活动广场。 绿林深处是文体活动
区，男女老少都能找到合适的活动区域。 阳
明山庄社区党总支书记柏玉娥说，小区房价
从每平方米 5000 元上涨到了 7500 元，房
租也涨了三分之一。

与阳明山庄一同改变的，还有望月湖小
区。 上世纪八十年代，这里是全国有名的文
明小区，随着时间的流逝，小区渐渐沉寂。 伴
随着提质提档工作启动，小区再度焕发新的
生机，去年改造过的湖中社区变化最大。 社
区 38 栋楼房的楼面统一刷上红漆， 不合格
的绿化植物被“瘦身”， 新增了生态停车位
400 个， 休闲广场整治一新，130 个地面晒
衣架锃亮光洁，裸露在外的线路全部规整到
了视线以外，综合农贸市场的交易全部规范
到集中区。 过去摊担占道、店外经营等扰民
问题都得到有效解决。

看到湖中社区的变化，临街的岳龙社区
居民充满期待。 岳龙社区今年也列入了改造
计划， 将投入 800 万元进行改造，5 月下旬
起进入方案最后敲定阶段。

除此之外，咸嘉湖街道咸嘉新村和荷叶
塘社区两个社区与金星路、岳麓大道、桐梓
坡西路实现互通，打通了交通微循环；恒华
社区补绿复绿 3000 余处， 增配环卫设施
400 余件，小区实施人车分流，优化停车位，
有效提升了人居环境品质……

去年，长沙市正式启动社区全面提质提
档改造行动后，岳麓区坚持“区级统筹、部门
指导、街道（镇）为主、社区实施、群众参与”
的五级工作机制，既抓改造背街小巷、规范
市场管理、道路提质改造、增加停车位等“面
子”工程，也抓地下管网改造、便民服务、基
层党建等“里子”工程，全方位提升社区的品
质和档次。 17 个社区首批列入提质提档计
划，变化巨大。

社区里欢笑多，幸福无所不在

幸福，和物质条件有关，但更重要的是
良好的心态。 岳麓区不仅在硬件上真金白银
地投入，还注重引导不同居民提升精神生活
层次。

老年活动中心让老人高兴起来了。 学堂
坡、学联等社区腾出 600 余平方米打造老年
人日间照料中心，安排专职人员、引进专业
机构服务社区老人，丰富老年人文化娱乐活
动。 施家港社区引进侨亚养老机构，采取公
建民租的形式打造区域性养老中心，为社区
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而随着普亲老年
养护中心、红枫康复养老中心和望月湖日间
照顾中心发展壮大，医养结合社区养老模式
逐步走向成熟。

家庭服务温暖万家。“仁和家庭教育综
合服务中心”是运用专业技能开展家庭服务
的社工机构，不仅是服务老年人，还关注青
少年心理健康和儿童教育问题。 中心提供综
合服务的同时，引导社区居民组建成立公益
读书会，通过采取同读一本书，组织集中分
享，开展经典诵读、亲子互动等活动，指导居
民妥善调适家庭关系，增进家庭和谐。《爱的
五种语言》、《心理营养》、《新家庭如何塑造
人》等现代心理著作，滋润着一个个家庭。

书香岳麓成气候。 社区读书在岳麓区不
是新鲜事， 全区 15个社区先后涌现了 20余
个读书会。 学联社区枫华读书会骨干成员自
筹资金为社区居民编印《枫华星报》，方便居

民学习、反映居民心声、帮助居民排忧解难。
通过阅读学习，居民群众心灵更健康，家庭更
幸福，感恩心、尊重心、慈爱心等健康心理越
来越牢固。失和夫妻重归于好，濒临破碎的家
庭和睦如初。“人内心的错误观念和混乱情绪
是制造痛苦的根源。 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内心
快乐的源泉，找到跟他人相处之道。 ”一位专
业社工认为， 重要的是帮助人建立积极健康
的心态，解除产生痛苦的心理根源。

互助就业乐千家。 幸福社区离不开和谐
友善氛围的营造。有的社区开设了特殊餐厅，
帮助弱智孩子和家长就业。 孤寡老人、空巢
老人以及放学等待父母的孩子，可以在特殊
餐厅免费享用点心和饮料。 爱心人士提前买

单，将美食分享的单据贴在墙上，有需要的人
取下来使用即可。前来接孩子回家的父母，看
到孩子免费享用他人的爱心， 也乐意再为其
他人购买，让“墙上的爱心”流动起来。

岳麓区社区互动信息形式多样。 如有的
“小火车”，车头贴有党员信息，车尾是特殊
群体的信息；而一棵棵“爱心树”上，贴满了
粉的、绿的、蓝的便签条，写有困难群体的诉
求和心愿，邻居们尽力相助，办好后再签上

“已达成”三个字。
党旗在社区高高飘扬。 以社区提质提档

工作为契机，梅溪湖等街道引导党员提高综
合素养，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提升基层先进
党员的荣誉感、归属感，以增强基层党组织
的凝聚力、战斗力，带动建设好和谐社区。

橘子洲街道学堂坡社区推进党建格局
精细化管理， 将党建工作做到老百姓心坎
上；望城坡街道长华社区推进“三供一业”分
离改造，打造“长相依、长相伴、长相守”的全
新工作模式；学士街道学联社区积极探索社
区、物业、业主委员会联动管理的大管家服
务新模式，共建美好家园……提质提档壮大
了党组织的力量，增强了社区、社会组织和
社工机构的联动性。 岳麓区专业社工已达
360 余人，注册志愿者 7.8 万人。

文明之风蔚然兴起。 社区组织和社工团
体相互呼应，互相配合，从身心两个方面帮
助居民成长。 道德讲堂、市民学校、雷锋超
市、学雷锋志愿者服务工作站大量出现。 爱
心交汇，正能量激荡，涌现了全国时代楷模
段江华、“中国好人”谢海华和谢芳夫妇等一
批先进典型。

“计划用三年时间，将这项德政工程在
岳麓区全面覆盖。 全区 86 个社区全都要建
成品质高端化、服务优质化、治理多元化、居
民幸福感明显提升的社区，推动社区治理迈
向更新境界、城乡品质迈向更优层次、居民
生活迈向更高水平，在建设长沙‘西引擎、西
高地’中大步前进！ ”提起明天，岳麓区委书
记周志凯激情满怀。

美好环境，人人向往；幸福
生活，个个追求。

近年来， 已成为长沙河西
战略高地的岳麓区立足于提升
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在全市吹
响的社区全面提质提档号角声
中，奋力前行———

提品质，美环境，打造生态
宜居岳麓。

提品位，强活力，打造人文
智慧岳麓。

提品牌，优服务，打造幸福
和谐岳麓。

———解读长沙市岳麓区社区全面提质提档新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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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幸福正在升级
———长沙市岳麓区社区全面提质提档工作巡礼

打造河西民生福地

（本版图片由岳麓区社区全面提质提档办公室提供）改造后，湖中社区风貌焕然一新。

改造后的长华社区。

西 湖 街
道龙王港社

区北广场提取湘
江水的文化元素，利用

场地高差打造本地文化和休
闲运动两个主题， 实现动静结合；

南广场紧挨地铁口以及金星路人行道，场
地开阔，让人不在麓山见山景；中心广场作为社
区中心绿地，增设休闲健身设施，满足不同人群
的活动需求。

▲

恒华社区图书馆窗明几净，小朋友们正在静心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