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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起一面旗帜，
党员活跃七大片区

星湖社区位于天顶街道梅溪湖畔，750

余亩辖区内，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等文

化地标，金茂府、中建梅溪嘉苑等高档住宅

楼盘，金茂览秀城、梅澜坊商业街等城市综

合体星罗棋布。

作为岳麓区典型的新型现代化城市迁

徙型社区，星湖社区拥有1万以上常住人口，

约95%为外来新市民。“最早，小区业主与物

业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星湖社区书记邓

淑霞一到任，便遇到小区路灯无法正常工

作、路边垃圾没有清理干净等林林总总的问

题。这些细节虽不起眼，但都影响群众正常

生活。

如何让楼盘小区的矛盾有效化解？当

时，星湖社区只有邓淑霞和几名工作人员，

管理力量单薄。多年的基层工作经验让邓

淑霞想到，若要社会治理有声有色，必须依

靠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力量。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星湖社区主

动打破与驻社区单位党的组织互不隶属、行

政上互不关联、管理上条块分割的壁垒，让

自有党组织的梅溪湖投资（长沙）有限公司、

长沙梅溪湖保利大剧院管理有限公司等加

入社区区域化党建联席单位，让没有党支部

的雅马哈星教室等企业商户作为社区区域

化党建列席单位，凝聚一切党员力量。

经过广泛走访、动员，在矛盾纠纷调解

中，在职党员、离退休党员愿意帮忙协调业

主、开发商和物业的身影多了起来；在环境

卫生清理等志愿服务活动中，企业党员、商

户党员干在一线的身影也多了起来……

在岳麓区推行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基础

上，星湖社区延伸管理内涵，将辖区七个网

格扩展为梅溪湖文化艺术中心、金茂、中建

等七大片区，把网格可能管不到的道路、地

铁站等“死角”，作为楼盘商业周边纳入统筹

管理。

“片区内的问题，能解决一定要解决，不

能解决也要把问题领回来，报上级部门协助

解决。”邓淑霞介绍，当前，片区既有社区工

作人员作为基本力量，通过党建引领、发挥

区域化党建优势，也有党员志愿者作为补充

力量，参与共同管理。

搭建一个平台，
矛盾问题商量着办

在星湖社区，没有人比邓淑霞更清楚情

况。每天早上8时不到，她就会从家出发，沿

着梅溪湖路自西向东，一个小区一个小区地

转悠。两年多时间，她走街串户积累下来的

工作日志有厚厚五本。

为了更好地察民意，星湖社区成立了

“星湖一家亲”微信工作群，“只要群里有人

提出需求和问题，邓书记或其他社区干部立

马就会出来回应。”说起社区的服务意识和

服务态度，居民李霞如赞不绝口。

党组织关系转接、办生育服务证、办居

民医疗保险，甚至是燃气充值，能够当场完

成的，星湖社区工作人员都会当场办结，能

线上办结的绝不让居民跑腿，需要到其他部

门办理的，咨询服务绝对一步到位。

从组建起，星湖社区即实行周末值班制

和错时上下班制，今年，当岳麓区全面推行

“坐班制改值班制”后，星湖社区“周末不打

烊”早已成为常态，居民在任何时候办事都

很方便。

今年7月，达美溪湖湾地下停车库因收

费问题爆发矛盾，开发商、物业和业主之间，

就收费标准问题争执不下。收到居民反映

后，邓淑霞和社区工作人员对该小区进行整

整为期两周的入户专题走访，期间，不仅带

回每位业主的意见建议，还努力平息业主的

不满情绪。

最终，在社区的协调下，9 月 30 日，居

民、开发商和物业坐到一起，召开恳谈会，心

平气和商量解决了停车费问题。

为了更好地解民困，星湖社区搭建“百

姓说事”平台，通过不定期开展“居民恳谈

会”，让大家有事商量着办。“这样的形式，能

够加深群众之间的相互理解，激励更多人自

发参与到社区管理中来。”邓淑霞说。

今年以来，借助“百姓说事”平台，星湖

社区陆续解决居民反映强烈的现实问题116

个，协调矛盾纠纷48起。开通社区公交、督

改物业服务、协定地下车库停车费……随着

问题、矛盾圆满解决，居民纷纷意识到：“原

来，社区的事就是自己的事。”

凝聚一种力量，
邻里和谐人心更齐

今年5月，一场盛大的邻里“吃货”美食

节活动在梅澜坊商业街洛克广场举行。现

场，星湖社区20余个家庭集体出摊，摆出牛

肉、春卷、粽子等各色“邻居牌”美食，与居民

共享。

你来我往之间，不仅饱了口福，还让邻

里更加熟络。这样和谐的场面，是邓淑霞一

直盼望看到的。“我特别希望在我们社区，邻

里之间都能相互认识、相互扶持。”

过去，星湖社区公共生活缺乏，居民来

自五湖四海、从事不同职业，导致邻里关系

疏离冷漠。为了建立良好的社区邻里关系，

丰富居民生活，星湖社区充分整合区域化党

建联盟共建单位的阵地、人员等资源，并引

入、培育公益志愿服务团队，定期开展特色

活动，推进社会治理。

7 月 20 日，星湖社区、乐活邻萌志愿服

务团队联合天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建梅澜坊商业街开办养生主题集市，通

过设置“泡脚摊”、“口腔卫士摊”、“艾灸

摊”等，让居民免费体验泡脚、涂氟、艾灸等

健康服务。

还有不同主题的读书分享会，推动全民

阅读；老年人旗袍秀，诠释特色古典文化；亲

子心灵沟通讲座，增进家庭交流……今年，

星湖社区成立“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近

百场活动，融洽邻里关系，提升居民文化生

活品质。

10月18日，以“我爱我家 我爱我国”为

主题的文艺演出在金茂览秀城前坪举行。

星湖社区“十大孝爱家庭”集中亮相，国学朗

诵、军体拳、歌舞、快闪等节目精彩上演，居

民在家门口既品味了视觉“盛宴”，又浸润到

优良家风。

“演出节目由社区群众自发编排，还有

金茂集团等企业员工共同参演。”邓淑霞很

欣喜地看到，以党建为引领、以人文为内核、

以服务为抓手推进社会治理，星湖正成为群

众一家亲的幸福栖息地。

如今，在星湖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倾力

打造的“力量源”、“务民厅”、“雅艺馆”成为

居民主要活动场地。家住金茂府的曾福明

每天都会来到社区，或练习京胡，或读书看

报，碰上邻里邻居，不时拉拉家常，日子好不

惬意。

“‘星湖特色’社会治理模式，始终以群

众需求为出发点，以群众感受为落脚点。”天

顶街道党工委书记、星湖社区一级网格长王

军表示，未来，街道将以星湖为样板，推动创

新社会基层治理模式向全街延伸。

幸福栖息在
——看长沙市岳麓区天顶街道星湖社区如何创新社会治理

（星湖社区提供）

最近，家住中建梅溪嘉苑小区的居民很高兴，原来经常让人胆战心惊的电梯不

再“骤停”了，楼道里的卫生也大有改观，小区内还多出一片公共区域，可以集中停放

电动车充电，生活舒心了许多。

“这些问题，多亏社区帮我们解决！”中建梅溪嘉苑小区居民的认可，来自星湖社

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努力。自2017年组建以来，星湖社区坚持从群众视角找准

基层社会治理的突破口，因地制宜探索“星湖特色”社会治理模式，解决老百姓反映

强烈的突出问题，让群众幸福地栖息。

星湖社区“乐活邻萌”公益志愿团队开展活动，为居民讲授家居整理知识技巧。

郑 旋

砥砺奋进砥砺奋进 精彩湖南精彩湖南

星星星星湖湖湖湖

欧阳金雨

时间之船，即将载着我们挥别2019、驶入
2020。这个2019，尽管过得有些忙忙碌碌，但回
首时，每个人脸上会不由自主漾起笑容。这是
获得感、幸福感的温暖印记。

最让人有直接获得感的，是收入的增加。
这一年，湖南经济逆势上扬，亮丽的年度成绩
单明显好于我们的预期。“大河有水小河满”，
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百姓收入也越来越
高，连手机发红包的数额都越来越大。从前只
想要温饱，如今买菜买肉都爱认牌子；从前天
黑睡得早，如今“夜经济”繁荣让人舍不得睡，
有心情还可出去消费一把。经济发展让人人共
享，托举出“稳稳的幸福”。

这一年，又有万千普通人，成为创业舞台的
主角。2019年上半年，湖南市场主体总数首次超
过了400万户。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计算机、汽

车、农业……长沙举办的多场大型国际展会，每
场都是人头攒动。一杯“茶颜悦色”的奶茶、一盘

“文和友”的小龙虾，让无数人“近悦远来”、不亦
乐乎。一个个火爆的“打卡地”背后，是众多创新
创业者追逐激情与梦想的轨迹。

与获得感相关联的，还有其他“关键词”。
比如“便捷”：2020 年元旦前夕，长沙地铁 3 号
线、5号线将试运行，从几年前的2号线起步，
全域地铁的梦照进长沙人的现实，从地铁到磁
悬浮，从城际铁路到高铁，从家门口出发走向
全世界，每个湖南人都可以拥有“飞驰人生”。
比如“舒心”：长沙“房住不炒”，小区加装电梯、
学校解决“三点半”难题，等等。还有感动：袁隆
平获国家勋章，张超获国家荣誉称号，“洞庭赤
子”余元君、“支教奶奶”周秀芳……三湘大地
一则则普通人的故事，总让更多人热泪盈眶。

获得感，也来源于更高的生活品质：把爱好
拼成事业和前方，拒绝不必要的社交，每天给自

己留一点独处的时光，坚持锻炼身体、提升自
我，生活中多了一些幽默感、仪式感，等等。

获得感，也是一份未来可期的事业。和朋
友吐槽完加班的辛苦，又开始麻利地处理未完
成的事项；披星戴月推开家门，亲人温暖的笑
容洗去一天的疲惫……辛勤劳作，便能收获仓
禀实；奋力打拼，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踏实感
也是获得感的重要一部分。

当然，这一年里也有让人担心忧虑的地
方：“一头猪”让CPI指数“上蹿下跳”；美国一
手挑起的贸易摩擦，让世界经济的大海掀起阵
阵惊涛骇浪；同样，持续大半年之久的香港之
乱，也让我们为“东方明珠”的未来担忧。往前
走的路，没有一路顺风，不会一路坦途，历风
雨、见彩虹，才是生活的常态。

回望是坚守的动力。正是2019年那些难忘
的瞬间、细微的变化，让我们感到来之不易的
幸福，让往前走的步履更加坚定。

吴旭

近日举行的长沙市重大产业项目观
摩现场点评会传出清晰信号：招商引资
正向“挑商选资”转变，既要有数量，更要
有质量和效益，以“亩产论英雄”的时代
已然来临。

早在 2019 年 4 月，长沙市政府办公
厅就曾印发《关于促进园区改革和创新
发展的实施意见》，对长沙新入园的产业
项目投资强度划了一条“红线”：入省级
园区投资强度不低于每亩300万元、入国
家级园区投资强度不低于每亩350万元
（均不含土地出让金等前期费用）。这份
文件的出台、“红线”的划定，倒逼长沙各
级各类园区以“亩产论英雄”为导向，引
进“优等生”。

如今再次强调“亩产论英雄”，意味
着长沙的园区要进一步将招商引资的目
光瞄准产业链和价值链高端，重点发力，
引进一批科技含量高、投资强度高、亩产
税收高、规模化程度高的总部企业、头部
企业和科技创新型企业。

在“亩产论英雄”的评价体系之下，

“摊大饼”“大呼隆”会无法隐身。那些以
消耗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落后企业，
过去凭着土地自然增值就能过好日子，
如今会越来越“压力山大”。相反，“好马
配好鞍”，那些研发投入高、技术创新强、
运行效率高的优质企业，会得到最优待
遇，赢得更好的发展。

事实上，对于以“亩产论英雄”改革
举措，长沙已涌现出一些先行者，开启
了有益的探索。长沙有全省面积最小的
工业园区——隆平高科技园。来自隆平
高科技园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11 月，
园区亩均税收达到 31.9 万元，较去年同
期增长 32%。去年，索恩格长沙基地实
现产销超 1000 万台套，工业产值近 40
亿元，每亩产值近 4000 万元，亩均税收
超过 270 万元，创下全省工业企业最高
纪录。

环顾全球，新加坡、日本等国地域小
但经济总量很高，亩均效益高。期待我省
涌现更多“吃得少、产蛋多、飞得远”的企
业“好鸟”，为全省科技创新、动能转换、
绿色发展找到新的路径，在全国乃至全
球的经济赛场上翱翔。

郭光文

“自然疗法大师”林海峰，近日被多
家媒体证实已经死亡。提到林海峰，不少
人会想到他拥有的众多虚虚实实的“耀
眼头衔”：中国保健科技学会医药保健
研究会理事、中国长寿专家组营养专家
等等。他鼓吹“断食排毒养生”，自信地
认为找到了规避疾病、健康长寿的“超
级理论”。可当他以 51 岁的年龄告别人
世时，有人直言不讳地指出，林海峰在
愚弄他人的同时，“也用自己的生命再
一次验证了那些极端观点背后杀人不
见血的可怕”。

在现实生活中，官员被一些迷信大
师搞得神魂颠倒的例子不少。湘煤集团
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覃道雄长期求签拜
佛、信神信鬼。2010 年他率领手下一伙
人，打着为集团公司安全生产“求平安”
的幌子，专程去山西五台山烧香拜佛，并
且出资10万元给寺庙法师当“保护费”。
人称“金大胆”的广州市海监局原局长金
天宝，曾经一次受贿50万元。他一边肆无
忌惮地违法犯罪，一边胆战心惊地求神
保佑。他的住宅和办公室里堆满了玉佛、

布老虎和八卦图等“驱邪”之物。平时逢
庙必烧香、遇佛就磕头，每当听到警车鸣
叫他就急呼“菩萨保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平时对各
类“大师”坚信无疑的虔诚之徒，最终无
一不被“大师”所害，进而误了大事：身体
上有病求助“健康大师”的，小病治成大
病者有之，怪病治成绝症者有之；思想上
有“病”求助迷信大师的，小错不改、酿成
大错者有之，讳疾忌医、自毁长城者有
之，身陷囹圄、命赴黄泉者亦有之。

在科技不断进步和信息高度发达的
今天，鉴别类似耸人听闻的“健康理论”
和唯心主义的“神仙鬼话”，本来不需要
太高的智商，只要有一个相对平和理性
的心态就足矣。可是为什么一些党员干
部陷入其中而无法自拔呢？一个极其重
要的原因，就是理想信念模糊、动摇甚至
缺失。这就要求我们在新时代党的建设
中，必须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思想建设
的首要任务，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高
擎马列主义的真理旗帜，挺起共产党人
的精神脊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
远大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

阳明

年终岁末，对一年工作进行盘点，“总”出
得失，“结”出经验，是不可或缺的“必修课”。然
而，不少总结满是套路，说到成绩“王婆卖瓜”
般浓墨重彩，谈到问题“蜻蜓点水”般一笔带
过，提及打算则如“雾里看花”虚无缥缈。

评价一篇总结繁杂冗长，其症状大概有三：
篇幅臃肿型。刻意追求鸿篇巨制，“眉毛胡

子一把抓”，凡是能沾边的工作一股脑儿往材
料里写，记流水账般洋洋洒洒上万言，似乎写
得越多工作就干得越多、成绩就越大。

语言浮肿型。“戏不够，情来凑”“饭不够，
汤来凑”。平时工作不扎实，措施不得力，成效
不明显，总结时便“避实就虚”，连篇累牍地堆
砌大话、空话、套话、假话，用冗长的语言作浮
夸的“美容”。

成绩水肿型。用大量的篇幅来阐述“丰功
伟绩”，在数字上注水，甚至把“心想”写成“事
成”，原本乏善可陈的工作变得亮点纷呈。

总结变“肿结”，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随波逐流使然。大家都只说成绩、回避
问题，自己标新立异显得“另类”、不合群。二是
功利心态作祟。把总结当作捞取名利的“敲门

砖”，自我粉饰，“报喜不报忧”。三是考核导向
所迫。有关部门把总结“美不美”作为评判工作
是否有亮点、有成效、有水准、有特色的标准，
致使下级认为“汗水”不如“墨水”，甘当“创作
先进”“泡沫典型”的推手。

“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真
正让总结起到检视问题、修正偏差、补齐短板、
明确方向的功效，一是要为虚胖“消肿”。把那
些虚头巴脑、无关紧要的内容删除，把那些口
水话、流水账统统抹掉。二是为成绩“挤水”。涵
养正确的“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用实干考
量、凭实绩说话。三是让问题“亮丑”。以求真务
实的工作作风查摆思路、方法上面的问题，制
定解决方案，真正让总结回归本源，起到“体
检”功效。

拥有健康心理
才有快乐人生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宣部、教育部等12个部委日前印
发《健康中国行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方案（2019—
2022年）》，提出到2022年底各级各类学校要建立心理服务平台
或依托校医等人员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服务，学前教育、特殊教
育机构要配备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近年来，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形势不容乐观，此方案的
最大亮点就是将儿童心理健康体系建设推进到落实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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