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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镇新梦想
小城大未来

同心五社坊 丹若鉴丹心
■通讯员 施洁洁 孙敏 陈惠惠 张斌 记者 沈艳露 本版图片由临浦镇提供

山阴街社区是外来务工流动人口聚集区，也是少数民族流
动人口聚集区。牢牢把握“各民族要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
起”的目标，社区以“微就业、微课堂、微文化、微反哺”等为主要
内容开展城市社区民族统战“石榴籽工程”。

“丹若”是石榴的别名。山阴街社区因地制宜，打造“丹若
小舍”“丹若小院”等阵地，努力构建临浦城市社区民族工作新
体系，不断增进各
民族之间的交流。

端午又逢梅
雨时节，代表着

“团结”的仙丹花
在丹若小院盛开，
山阴街少数民族
联谊会在这里拉
开帷幕。来自布
依族、侗族、瑶族、
汉族等各民族的
居民代表，共同见
证了“丹若小院”
联谊站成立。今
后，这些少数民族
居民在山阴街社
区就有了共同的
家园。

粽寄情，艾香
远；诗咏志，画入
心。古朴的丹
若小院，十分
热闹。

巧手的少数民族居民们从淘米、腌肉、制馅、煮粽叶、包粽
子、煮粽子，一步步做成多种口味的粽子，并送到微型消防站工
作人员、残疾困难户、老年退伍军人手中，一起共度端午佳节。
艾灸是中国最古老的医术之一，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当天，
大家一起动手舂艾草、做艾条，学习最传统的手工制艾技术。

“诗如跳动的音符婉转，如小溪的流水潺潺，如初升的太阳
温暖明媚，如渐落的月亮清凉凄婉。”来自布依族的诗词达人杨
盛江给大家带来了以思乡、念祖、悯苦、抗疫为主题的诗歌，并
与居民一起分享创作的心路历程。

临浦社区漫画学校则为丹若小院带来了一组主题为“移风
易俗”的漫画展，对“文明殡葬”做了一次生动的宣传。

据了解，“丹若小舍（院）”
旨在创造有利于社区少数民
族居民学习、工作、生活的良
好环境。

通过加强与辖区内商店、
企业、工厂等互动推动“微就
业”，及时及早收集、更新就业
信息，利用各种平台进行发
布，让需要就业的少数民族居
民能第一时间了解就业信息，
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就
业、创业机会，为他们更好地
工作和发展创造条件。

通过举办民族学校、流动
课堂、职工培训学校等，为少
数民族群众开展就业培训和
素质教育，引导少数民族群众
积极充电，打磨“微课堂”。

通过组建少数民族文艺
轻骑队、宣讲队等形式，开展
形式多样的文化交流活动，探
索建设以文化展示平台为主

要内容的“微文化”。
通过建立少数民族志愿者队伍、城管义工队伍，组织他们

积极参与各项社会公益活动、城市管理活动等，以提升他们的
社会责任感和对第二故乡的认同感, 实现“微反哺”。

新时代统战工作要有新思维，新时代城市社区的统战工作，要渗入
到社会各个群体中，新的社会阶层凝聚起来了，侨胞侨眷联系起来了，
少数民族团结起来了。这次，浴美施社区把目光投向了生活中与我们
十分密切却低调隐匿在背街深巷的能工巧匠们。

结合端午节，浴美施社区在“越风书苑”城市书房，举办了一场“匠
心筑梦 浴兰留香”的主题活动。

临浦是“活水码头”，唐代就已形成集市。千百年来，坊间就有很多
手工艺人，他们走乡串户，用自己的手艺服务乡民、养家糊口，临浦话称
之为“九佬十八匠”。

如今，浴美施社区取用“十八匠”之意，打造了自家社区匠人品牌
——“匠心作坊”。

生活中，社区的能工巧匠们都分散一方，浴美施创新新时代社区统
战思维，成立匠心作坊，为他们搭建了一个“同心”服务平台，把他们又
凝聚在了一起。匠心作坊秉持“匠心筑梦，薪火相传”的精神，以“匠人、
匠心、匠魂”为主线，以居民需求为导向，挖掘社区工匠，建立匠人团队，
开展便民服务、创新文化体验活动。

一张红纸、一把剪刀，在冯小幼的手中翻飞，刀刃飞快地游走红纸
间，一会儿工夫，腾龙、蝴蝶、金鼠图案已跃然纸上……艺术来源于生
活，一有空闲，小幼阿姨就喜欢静下心来构思、画版、剪裁，进行剪纸创
作，将近古稀之年的她这一剪就是几十年，在今后的日子她想继续发扬
这项优秀的民间传统技艺。

简单的棕榈叶，经过王保国师傅的手加工过后，就变成了螳螂、蚂
蚱、蛇、龙等精巧、逼真的造型，幻化成一个个被赋予灵魂的生命体。栩
栩如生的背后皆是匠心，在王师傅看来，这是老底子的技艺，容不得半
点马虎。这也是老底子的一种传承，王师傅就表示，如果有人想学习棕
编，他愿意倾尽所有传授。

十六年以来，朱强一直钻研花卉园艺技术，因此对于每种植物的习
性，他都了然于心。

一根钩针，一条棉线，在韩丽红手中可以编织出各种你想象不到的
花样。在 30年来的编织生涯中，她积累了很多编织技艺，经历了酸甜
苦辣。

热爱美食的石文岳，固守着自己的理念，用心去做“好的美食”，始
终坚持最本真的味道，选用最新鲜的食材。

他们虽然“绝活”各不相同，但都有着同一颗“匠心”。
他们不仅追求精雕细琢、精益求精，更立志传承技能，更好地服务

大众。
浴美施社区成立“匠心作坊”后，这些能工巧匠们便有了自己的家

园，也有了切磋技艺联络友谊的平台阵地。在这里，匠人们能及时了解
社区统战工作，方便相互联络联谊、交流沟通，参与到社区统战工作和
社区服务中来。

下一步，浴美施社区将在党建领治下，探索统战工作与社区治理统
筹推进模式，进一步改革创新、汇聚合力、盘活资源，实现有载体、有平
台、有特色，让社区统战工作更上新台阶。

悠悠运河，邻里情长。
潮人荟萃，时尚有味。
运河里是临浦镇最年轻的社区。
潮人汇则是小城市最新的繁华商业中心。
当最年轻的运河里，遇见最新潮的商业中心，

又会续写怎样的小城故事？
着实令人期待。
6月18日，运河里社区在潮人汇书吧举办社区

首届楼宇统战座谈会。新商业激活新社区，新统战
开创新气象。

党建工作是指路灯，统战工作是推进器。
活动当天，运河里社区党建品牌“党建联建促

共进 潮人商铺同发展”及 logo正式发布。字母C
是英文单词Community（社区）的首字母，字母 S是
英文单词Shop（商铺）的首字母，“Y”是运河里拼音
首字母，代表运河里社区，形象上如同两只手共同
托住党徽。这一社区党建品牌Logo的整体构图，一
眼就能看到红色的党徽，这意味着党组织在整个运
河里社区的发展中，占据着核心引领作用，保证正
确的前进方向，也寓意在社区与商铺共同的努力
下，两者得到更好的成长，更快的发展，从而更有力
地支持党建工作。

事实上，以潮人汇为中心，运河里社区正着力
用新党建助推新发展，在新商圈打造新统战，让社
区与商铺在共同成长中形成合力，增强党建与统战
工作在商户中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打造一个和谐、
共进的社会共同体，为统战工作在基层的延伸和拓
展搭建交流的平台，同时宣传并带动楼宇商圈经济
更快更好发展。

此次运河里社区楼宇统战活动的主题为“打造
三有社区，共建四化潮人”。“三有”，就是要求社区
工作人员有本领、有担当、有深度，“四化”，就是逐
步推进潮人汇商圈的社会化、专业化、智能化、城市
化。

以往开展商圈统战工作时会面临一些困难，比
如辖区内新社会阶层人士的迫切需求没有得到及
时的回应、统战工作开展缺少平台、制度相对缺乏
等等，导致商户与企业家们缺少沟通和互动。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运河里社区专门成立统战
工作小组，下设三支队伍，聚沙成塔，团结一切可以
团结的力量，互助共进。同时，聘请首批商户导师，
导师团作为潮人汇统战小组中最特别的队伍，可以
是专业律师、商业大咖、资深企业家等各类业界精
英代表。导师们通过与商户面对面交流的形式，现
场答疑解惑，分享创业经验，以及店铺智能化管理
的方法等，协助商户们破解创业与营业中的问题与
困难，健康有序发展。

峙山北路、峙山西路、东藩南路三条商业
干道，一横两纵勾勒出繁华的商贸经济圈骨
架。一山（峙山）一河（峙山河）两馆（临江书
舍、历史名人馆）两公园（峙山公园、西公园）融
山水之秀美，两大中心（镇党群服务中心、区社
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临浦分中心）、两所医院
（区三院、君临医院）、一所高中（区三职）、七站
八所、经贸区、银行衍生出宜居宜业的优质生
活圈。

这里便是临浦镇东麓池，一个商贸发达的
城市社区。社区共有沿街商户 731家，企业 76
家，而其中，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又有着极
为重要的位置。为此，东麓池着力打造富有商
贸特色的社区统战品牌。

今年端午节和父亲节邻近，东麓池社区精
心筹备，开展了商贸特色暖心统战活动，送去

“微笑牌”节日祝福。社工与志愿者们带着甜
蜜粽、香囊、蒲扇、五彩绳等精美礼物，走访了
党员经营户、少数民族经营户、电商企业以及
峙山西路、东藩南路“星级商户”，在送上祝福
的同时，提升宣传“同心微语”互动沟通平台，
开展“文明帮帮码”、“学习强国”市民学习、移

风易俗等宣传推广，鼓励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建
言献策。

商贸统战在今年的疫情防控中更是发挥
了重要作用。疫情防控初期，社区便第一时间
走街访户，向各商户做好排查登记、防疫宣传、
政策告知及需求关怀。结合“党建+微网格”治
理模式，积极动员经营户、企业主、电商、中介、
培训工作室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微网格”坚
持党建引领，多元力量共筑社区抗疫战线。这
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入
卡口志愿值守，开展宣传服务、捐款捐物。

在复工复产复商期间，东麓池社区积极融
入“商贸特色”美丽城镇建设工作大局，不断提
升“同心”凝聚力，建立健全社区统战工作例会
制度，开辟“同心微语”专栏，组建“微笑E家”
商户微信群，线上答疑解惑，线下公益帮扶，在
党群企之间架起互帮互助“连心桥”，为做好新
形势下非公经济的复工复产复商按下“快进
键”。

下一步，东麓池社区将完善人才队伍组
建，做好四星级、五星级商户提升提亮，努力打
造东麓池社区商贸特色统战示范点。

新时代，“新”力量。
近日，蔡东藩社区打造特色统战文化再添新举措。

一场以“生活在临浦，平安新联心”为主题的新临浦人联谊会，旨在更好
地服务新临浦人。

线上“平安钉”、线下丰富活动，在社区与新人之间架起了桥梁，促进新人更快
更好地融入平安舒适的临浦生活，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来自贵州的姚阑嫁到临浦7年，她表示：这些年亲眼看到、亲身经历了临浦的发展，
而且这里的邻居都非常友善，社工很贴心，生活很美好。

来自河南的宋仁华在杭州生活快20年，3年前，因为孩子要上学便选择了临浦这座宜居
宜业宜学的小城。“选择临浦是综合考量之下决定的，一是房价，二是临浦的教育。临浦教育
硬件完善、‘联姻’高校提升软实力、中考成绩也屡创佳绩。”宋仁华希望，临浦全力打响宜学小
城市品牌。

临浦是吴越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当天，社工们通过西施故事展开解说，介绍娘娘庙三月
三庙会、横一村荷灯节以及越美临浦名称的由来，使千年古镇的历史融入新临浦人的记忆。

其实不管在哪里生活，所求无非平安。
临浦自 2019年开展“平安钉”以来，“钉”出了基层治理新火花，“钉”住了临浦的四大

平台。同时“平安钉”开发的模块也是更加丰富、人性化。特邀请派出所专职网格员为
新临浦人具体介绍“平安钉”的模块，使大家有一个更为直观的认知。

临浦作为第二故乡，总要有一些新的回忆来增强归属感。通过平安问答，深化
临浦记忆，誓师参与平安巡防、平安出行。

最后，新临浦人一起品尝老底子的临浦美食和各地的糕点，给这次快
乐的聚会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此次活动既扩大了传统文化的传承

力，也进一步增强了新时代基层特色统战文化的生命力。

近年来，临浦镇以“越美同心联盟”为核心，全力打造“1+5+X”大统战综合体，广泛凝聚统一战线各领域力量，不断深化特色统战，激活基层统战“春水”，实现全镇统一战线事业蓬勃发展。
“1”即五社联建大统战文化综合体“丹若雅舍”，“5”指五大城市社区特色统战品牌，“X”意为村企统战阵地。
从城市社区出发，十万临浦人必将凝聚合力，画出最大“同心圆”。

居民参观移风易俗漫画展 颁发会员证书

“丹若小舍”少数民族联谊会一起包粽子 山阴街社区“丹若小院”

东
麓
池
社
区

﹃
党
建+

微
网
格
﹄
打
造
商
贸
特
色
统
战

————临浦镇城市社区新时代特色统战探索与实践

山阴街社区
丹若小院叙诗画 同心巷深粽飘香

蔡东藩社区
新临浦人联谊会 平安“新”连“心”

浴美施社区
匠心筑梦 浴兰留香

运河里社区
楼宇统战聚“潮”人

东麓池社区“同心微语”

看望党员经营户

粽子香囊送少数民族经营户

新临浦人欢聚一堂

成立浴美施社区“匠心作坊”社区剪纸匠人冯小幼为“金牌工匠师傅”颁发聘书

聘请首批商户导师

运河里社区党建品牌logo

运河里社区首届楼宇统战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