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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协调工作委联动社会资源响应民需
东华门街道智德社区发挥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作用，首个合作项目成功落地

本报讯（记者 李滢）日前，东华
门街道智德社区党委同东华门幼儿
园党支部携手开展的“党心连童心、
送教进社区”项目正式启动，标志着
智德社区党建协调委员会第一个合
作项目成功落地。

东华门街道以党建工作协调委
员会为抓手，充分发挥各级驻区单位
政策、资源、信息、人才等方面优势，
通过建立资源、需求、项目“三项清
单”，实现驻区单位和街道、社区的双
向对接，有力促进了区域化党建工作
落到实处。

资源清单 单位亮出“家底”

智德社区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
由街道联系社区的处级领导担任主
任，社区书记担任副主任，东华门幼

儿园、灯市口小学优质教育资源带北
池子校区、北京市第二十七中学、北
京市特勤局警卫队、故宫消防中队、
北京市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的党组织
为委员单位，同时吸收社区专员、社
区民警担任委员。“党建工作协调委
员会搭建起了党建工作的议事协商
平台，将在协商共治、志愿服务、资源
共享、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作用。”社
区党委书记张兆军说。

对接伊始，为统筹好辖区资源，
党建协调委员会各成员单位主动提
供可开放的、可共享的资源，建立资
源清单。例如，东华门幼儿园每月开
放一次“藏书阁”提供儿童绘本阅读
资源；北京市第二十七中学可开放操
场、礼堂等资源；灯市口小学优质教
育资源带北池子校区可为社区居民
群众提供书法培训、心理课程；故宫

消防中队将发挥市民消防培训学校
的优势为辖区居民群众、中小学生提
供消防知识培训。

需求清单 居民晒出“心愿”

资源有了，如何利用？社区通过
多种形式收集驻区单位的服务需求，
建立需求清单，并响应东华门街道工
委开展的东华党建“家”行动计划，启
动微心愿征集行动，面向居民群众征
集在生活中需要受助解决和能够立
即解决的问题。

张大爷希望“丰富老年人文化生
活”；刘大爷的外孙女马上要上幼儿
园了，希望多参加一些早教活动，以
便适应幼儿园生活……居民的“心
愿”征集上来，党建协调委员会成员
单位主动认领需求、解决实际问题、

形成服务项目清单。
按照“便于提供、现实所需”的原

则，智德社区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首
个项目“党心连童心、送教进社区”正
式落地，将通过开展亲子活动、家长
课堂、户外游戏等多种方式，针对社
区0-3岁婴幼儿家庭开展多领域的亲
子教育活动，不但为家长提供教育支
持，更促进社区婴幼儿的健康成长。

党建引领 有效衔接“供需”

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联动各成
员单位党组织共促基层党建、共商社
区治理、共管社区事务，同时号召成
员单位党员骨干力量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组建党员志愿者服务队服务群
众。据社区专员陈燕介绍，目前已筹
备建立“文化志愿者服务队”“平安志

愿者服务队”，分别在丰富居民群众
文化生活、促进辖区安全稳定方面发
挥作用；北京市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计
划每月为居民群众免费放映一场电
影，以丰富居民群众特别是老年人的
文化生活。

智德社区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
首个项目成功落地，成为东华门街道
及各社区推进相关工作的有益探索
与有效经验。据统计，目前，东华门
街道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现有委员
单位27家、成员单位86家，12个社区
均已成立党建协调工作委员会。

街道将结合正在开展的党建“家”
行动计划广泛征集居民需求，通过“三
项清单”与居民需求的有效对接，打造
开放融合、互联互通、共建共享、高效
便捷的区域化党建服务体系，推动各
领域党组织更好地服务群众。

大男生记录胡同历史
在史家胡同里经常能见到一个大男生，拿着一支笔一个本，时

而跟街坊邻居们唠家常，时而不停用笔记录着。他就是史家胡同居
民张屹然，也是史家胡同风貌保护协会成员。从2013年起，张屹然
开始有意识地采访史家胡同居民，通过实地考察和资料研究，整理
成为居民口述史，记录下属于史家胡同的故事。 记者 刘旭阳

留住老胡同的回忆

我从小在史家胡同长大，直到
现在仍生活在这里。因此，我对胡
同的一草一木都有着很深的感
情。小时候整条史家胡同还比较
完整，保留着元代以来的老胡同格
局，但在 1998 年，胡同西面被部分
拆除后，胡同里面虽没太大变化，
但这条胡同已经不完整了。

最开始萌生出做居民口述史
的想法是在 2013年，我上大二的时
候。当时史家胡同博物馆正在筹
备中，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虽
然从小住在这里，觉得史家胡同里
蕴含着很多历史故事，但真正看到
博物馆筹备时，才发现，原来这里
还有这么多有意思、值得研究的文
化和历史。加上我对历史很感兴
趣，又是历史专业，正好在大学的
时间比较充裕，就开始做起居民口
述史。

“活”起来的胡同历史

在口述史访谈中，令我印象最
深的还是史家胡同西口二郎庙那
个没有眼的石雕，为了搞清楚这个
石雕到底是什么，我几乎问遍了整
条胡同的居民，街坊们都说那是二
郎庙的哮天犬石雕。但后来，我问
到了上世纪 40 年代曾在少年之家
（现史家胡同西南口停车场)工作过
的史家小学的一位老师，这位老师
曾见过石雕没破损过的样子，很确
定地告诉我，不是哮天犬，而是狮
子石雕。结合居民的口述，一位收
藏老照片的韩先生给我提供了一
张上世纪 30 年代末二郎庙的老照
片，很明显是狮子石雕，不是哮天
犬石雕。通过口述史，得以把人们
口口相传的错误信息纠正了过来。

史家胡同 20 号院是“北京人
艺”的摇篮，曾有众多“老人艺”在
这里居住，其中，“人艺”影后金雅

琴就在我的采访名单之中。金雅
琴老人回忆起上世纪50年代，周总
理在首都剧场看完戏剧之后，和一
众人艺演员一同散步回到史家胡
同 20 号院“人艺”演员宿舍慰问时
的场景。金雅琴老人就在随行者
之中，通过她的讲述，原本书面叙
述式的历史，仿佛一下子重新鲜活
了起来。

带着胡同历史看向未来

一开始只是我一个人在做居
民口述史，但是渐渐地，特别是史
家胡同风貌保护协会成立后，居民
口述史开始有越来越多专业的团
队加入，口述史关注的内容也从一
开始的史家胡同，拓展到了整个东
四南地区。甚至去年，我们还做了
讲述北京中轴线的口述史。

口述史一方面是回顾和记录
历史，另一方面则要看向未来。未
来对于胡同的保护力度会越来越
大，胡同的未来怎么发展也同样是
我们关注的。今后的口述史，在听
居民故事的基础上，更多的我将着
眼看向未来。无论是胡同保护，还
是院落改造，该朝着什么样的方向
做，才能让居民的生活更加便利，
需要我通过口述史的方式，多听听
居民的声音。

在入户采访时，很多居民都会
告诉我们，住在这里真好，上学、看
病、购物等等都特别方便。但也有
一些如厕难、停车难等问题。这些
居民实实在在的困难和需求，我也
会同样记录下来，之后再通过史家
胡同风貌保护协会以及求助更多
的专业力量帮助居民解决。

可能从外面看，几条胡同或许
看起来都差不多，但只有走进去，
才能发现每个院子都有不同的故
事，院子里的人也都有着不一样的
传奇。口述史就是让胡同里冰冷
的砖瓦变得生动起来。

●讲述人：张屹然 ●年龄：24岁
●身份：史家胡同居民、史家胡同风貌保护协会成员

本报讯 （记者 刘旭阳）5
月 10 日，由朝阳门街道朝西社区
朝西工坊主办的“把爱献给母亲”
母亲节少儿曲艺专场公益演出在
朝阳门街道办事处活动中心举
行。来自辖区的孩子们通过多种
传统曲艺表演形式为辖区居民献
上母亲节祝福。

相声、京剧、评书……来自辖
区6-12岁的孩子们用多种多样的
传统曲艺表演形式，为到场居民
带来了一场传统曲艺公益表演，
赢得了观众阵阵掌声。“今天，孩
子们通过传统曲艺这种特别的方
式来表达对母亲的爱。我们希望
孩子们在学习传统曲艺的过程
中，不断了解和喜爱上优秀的传
统艺术。”朝西社区文艺志愿者、
青年相声演员崔骏表示。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朝西社
区发展基金支持。今后，在朝西
社区朝西工坊还将继续举行多种
形式的公益曲艺课程，为辖区孩
子及居民创造多样的曲艺平台，
传承传统曲艺艺术。

朝西社区公益戏剧表演
献礼母亲节

本报讯（记者 李冬梅）日前，东
城区信访办公室客座心理咨询师首
次走进社区，在天坛街道东里社区活
动室开展心理讲座活动。

心理咨询师通过小组互动、场景
模拟、角色扮演等方式为12名参与活
动的社区调解干部分享疏解心理压
力及为信访人提供心理疏导的有效
经验方法。“给来访居民提供一个可
以充分表达自我的空间，让他们在这
里找到被理解、被接受的感觉，并运
用倾听、共情、专注等方法，解除来访
居民的防御心理，建立互相信任的关
系，从而深度发掘信访人表达诉求背
后存在的‘深层隐形’问题。”客座心
理咨询师李璐老师说，“学习心理学

原理能够有助于信访调解干部把握
来访人的心态，从一个新的角度处理
群众信访问题。”

在活动中，一位社区调解主任与
老师进行了积极互动，他告诉记者，

“今天我收获最大的是明白了原来我
们信访调解工作人员不仅仅是名接
访者，还能发挥心理医生的部分作
用，这样一来对我们社区调解干部的
心理承受力和来访接待能力都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在日常工作中，我们经常接待
带着问题和怒气而来的居民，难免言
行偏激，急于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和
情绪发泄的出口，这是常理之中的
事。如果来访居民得不到我们信访

工作人员情感上的共鸣，很容易对社
会产生不满，对我们干部失望。”天坛
街道信访工作负责人表示，“这种情
况下，我们将心理学上的知识在实际
接访工作中运用起来，就能更好地推
动矛盾化解，让老百姓感受到我们信
访调解干部的温情。”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天坛街道积
极探索第三方力量参与信访工作模
式的新尝试，旨在关注基层信访干部
心理健康、提升基层调解干部心理素
质，同时，将心理学知识灵活运用于
实际信访矛盾调解工作中。接下来，
天坛街道将使引入第三方心理咨询
参与信访工作模式逐步常态化，让

“做群众贴心人”不再成为一句空谈。

社区干部学习心理学原理
心理咨询师助力信访调解

本报讯（记者 李滢）结合“周
末卫生大扫除”活动，东华门街道智
德社区通过开展“一抹绿”行动，推
进式改造角落乱堆乱放问题。近
日，社区动员党员、志愿者、驻区单
位青年共同参与社区劳动，美化胡
同院落环境。

在北池子二条西口社区文化墙
下，参加劳动者挽起袖子、拿起铲子，
一边栽种一边讨论着种什么花合适、
种多少株合适。工具用着不顺手，68
岁的王美玲干脆用手挖起了土，一会
儿功夫额头上便冒出了汗。大家分
工协作，转眼间，社区公共区域内 13
个花箱里种满了月季、黄杨，文化墙
上的花架上则摆上了一盆盆绿萝。

望着胡同内大家的劳动成果，王
美玲心满意足，盼望着花期尽早到
来：“仿佛找回了年轻时集体劳动的
热情。环境美了心里也美，今后的劳
动还要继续参加。”

一同参加劳动的还有两位“种
植小能手”——来自驻区单位北京
市第二十七中学种植小组的学生
王一行、赵恩程。学校大队辅导员
刁海莉表示，希望通过社区活动让
青年人感受胡同里的邻里情。 67
岁的老党员吴素霞此前参加了社
区的蔬菜种植活动，劳动之余不忘
分享自己的劳动心得，并计划在自
家院内违建拆除后的空地上摆上
绿植和花卉。

此次活动为智德社区“花香四
益”系列活动之一，据社区党委书
记 张 兆 军 介 绍 ，为 进 一 步 提 高 背
街 小 巷 环 境 治 理 力 度 ，通 过 招 募
志愿者，成立“智友公益服务队”，
组 员 互 动 、开 放 讨 论 确 定 了 18 项

“智友公约”，目前已有 38 名成员
以 个 人 或 家 庭 名 义 签 署 了《智 友
公益约定书》。

社区专员陈燕说：“为深入推进
周末卫生大扫除活动，社区开展‘一
抹绿’行动，倡导居民自愿申请拆除
煤棚、清理占用公共空间的杂物，用
腾出的空间种花、种菜，在一减一增
之中消除安全隐患，为居民生活、社
区环境带来整洁。”

居民自订公约 拆违增绿美化胡同院落
东华门街道智德社区动员党群共建 “一抹绿”行动持续推进

从小在胡同里长大，张屹
然对胡同及胡同里的街坊邻
里都有着很深的感情。口述
史也是记录他与胡同感情的
方式。凭着一股对胡同历史
探究的热情，当遇到需要采访
已搬离的居民时，无论是在房
山，还是在顺义，他都会亲自
上门寻找“真相”。探寻胡同
历史的过程中，有惊喜也有遗
憾，当记者问他口述史是否还
会继续时，张屹然毫不犹豫就
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记者 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