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家庄市通过党建引领，加强老旧小区治理，建立健全物业企
业党组织，提升物业服务管理水平——

红色物业，让老旧小区有“颜值”更有“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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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好人”、魏县乡村医生陈运稳——

“村民需要我，我会一直在这儿”

隆尧县志愿者服务协会
开展爱心助学助老活动

一份礼物圆一个心愿

我省295名血液病患儿
“六一”前收到爱心礼物

燕 赵 微 光

□薛惠娟

最近，成都街头的小吃摊在网上火
了——这里是鲜花水果，那里是冰粉凉
糕，路边小摊红红火火、热热闹闹，让人
幸福感爆棚。

今年 3 月，成都市推出一系列助力
复工复产的举措，明确要求疫情期间，在
不占用盲道、消防通道，不侵害他人利益
等前提下，允许在一定区域设置临时占
道摊点摊区和夜市，允许临街店铺越门
经营等。

马路市场，给城市带来了烟火气；地
摊经济，保障了近8万人就业。这是成都
疫情之下复工复产、保就业的特殊举措，
也是拉动消费、方便群众的有效方式。

后疫情时代，各地忙着恢复经济。官
员直播带货、发放消费券、允许临时占道
经营等一系列举措，都展现出了特殊时
期各地为减少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而作出
的共同努力。

全国人大代表、成都市市长罗强说，
从政府的角度，只要有利于就业，也方便
群众，放宽占道经营的做法就应该坚持
做下去。

而在过去，马路市场被视为各地城
市管理的顽疾，路边占道经营是不被允
许的。为了整治城市环境，真正让路于
民，近年来，各地取缔马路市场，严禁流
动摊贩占道经营。治理过后，城市确实整
洁了，但也有不少市民发现，小商小贩不
见了，城市的烟火气、生活味儿也跟着
淡了。

世间一切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城
市发展也并非一成不变。在我们看来，城
市不仅要有便利的设施、整洁的外表，更
要有温暖的关怀、用心的呵护。“柴米油
盐酱醋茶”才是最基本的民生考量。必须将“人”的需求作
为城市治理的根本出发点，根据市民的需求调整政策，以
纾解市民之困。

城市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去早市上，买一些新鲜、便
宜的水果蔬菜，到夜市上，体验下热闹、喧嚣的烧烤撸串，
顿时感觉沉闷的日子又活了，鲜活的生活又回来了。

当下，创建文明城市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中。中
央文明办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已明确要求
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
核内容，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在恢复经济社会秩序、满足群
众生活需要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指挥棒悄然改变，是主动适应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
的应有之策。但放开马路市场并不意味一放了之，城市管
理更不可缺位。我们相信，通过商家、管理服务部门的共
同努力，最终在市民生活便利与城市经济活力之间找到
一个新的平衡点，自然能够最大限度“扬利抑弊”。

坚持施策灵活和执政人性化，希望更多的城市恢复
烟火气，成为人们向往的地方，就像成都一样。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张鑫 记者董琳烨）近日，隆尧
县志愿者服务协会开展了“爱心助学，放飞梦想”助学活
动。20余名志愿者为20余个村庄的35名贫困学子送去
助学金、学习用品以及定向捐款，总计4万余元。

隆尧县山口镇前枣林庄村一名小学六年级学生，父
母因为一场意外去世，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疫情期间，
他在家上网课用的手机，是从别人家借来的旧手机，经常
卡顿。”他的爷爷说，要用志愿者的助学金给他买部新手
机，提高学习效率。

“我们已开展扶贫助学活动50余次，为100余名贫困
学子发放助学金及爱心物资价值 30多万元。”隆尧县志
愿者服务协会会长徐国辉说，现在协会有QQ群2个、微
信群4个，爱心志愿者总计4000余人。

据了解，疫情期间，隆尧县志愿者服务协会为该县
100多所学校、幼儿园捐赠电动消毒器156箱、84消毒液
3000 余瓶、消毒泡腾片 150 箱等消毒物资，价值 12 万余
元。与此同时，他们还参与了“爱心助学，放飞梦想”“情暖
孤独心”“最美夕阳红”等公益活动700余场，长期帮扶寒
门学子35户、帮助孤寡老人80多户，共捐款50余万元。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淑会）遥控飞机、电话手表、拼接
积木、小拉杆箱……“六一”儿童节前夕，在河北医科大学
第二医院、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省儿童医院住院治疗
的 295 名血液病患儿，陆续收到了期盼已久的儿童节
礼物。

“一份礼物，代表了一个血液病患儿的‘六一’心愿。”
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郝建强在医院发放礼
物时说，“感谢社会爱心人士通过‘彩虹计划’对血液病患
儿的关注，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关心爱护这些患儿。”

目前，血液病已成为危害儿童健康的重大疾病之一。
以白血病为例，我国每年新增约4万名白血病患者，其中
40%是儿童。“彩虹计划”是由京津冀三地红十字会主办，
中华骨髓库三地分库造血干细胞志愿者协同策划、同步宣
传，旨在走进血液肿瘤患儿病房，丰富患儿治疗期间的生
活，给予患儿更多的关爱。

活动期间，我省志愿者走进三家医院血液肿瘤科病
房，征集到了 295名血液病患儿的心愿。“对征集到的这
些患儿心愿，我们向社会发布，由爱心人士自愿认领，并
帮患儿实现。”省红十字会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大队
大队长刘红丽介绍。

据介绍，“彩虹计划”已成为京津冀三地红十字会关
爱血液病患儿的公益品牌项目，自 2016年启动以来，共
为1200多名血液病患儿圆梦，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

□河北日报记者 刘冰洋 通讯员 武頔

“没想到几个月时间，小区就焕然一
新！”

“新装了门禁、护栏，更换了楼道照
明，住这里心里可痛快了。”

“红色物业，给力！”
……
5月25日，石家庄市新华区天苑街道

航安社区安居园小区，听说笔者采访小
区红色物业，几位正在锻炼的居民凑了
上来，争相讲起社区的新变化。

车辆乱停乱放、私搭乱建严重、设
备陈旧老化……这是不少老旧小区面临
的烦恼。在文明城市创建中，石家庄市
通过党建引领，加强老旧小区治理，建
立健全物业企业党组织，打造红色物
业，提升物业服务管理水平，让居民享
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老旧小区迎来新管家

小区主路宽阔洁净，楼房墙体粉刷
一新，汽车停放整齐有序……安居园小
区干净整洁的环境让人耳目一新，这是
小区推行红色物业管理体制后呈现出的
新景象。

安居园小区始建于 20 世纪 90 年代，
基础设施落后，管理服务缺位。

“这么多年，小区都没有物业管理，
环境卫生脏乱差，私搭乱建严重，弄得
小区乱糟糟。越乱还越容易引发纠纷，
居民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经常吵嚷。”航
安社区党总支书记侯燕平介绍，一些不
堪其扰的居民，甚至搬离小区。

如何破解老旧小区管理难题？
去年，石家庄市委组织部、市住建局

等部门会同街道社区党组织，多次到小区
和物业企业实地走访、座谈交流。深入调
查研究、多方征求意见之后，达成共识：
建立健全物业企业党组织，打造红色物
业，建设宜居社区、美好家园。

去年 12 月，安居园小区引进红色物
业。从居民反映强烈的问题入手，自由出
入变封闭式管理，装护栏、安门禁，道路
修缮30余处，规划停车位400个，清除路
障100余处，安放便民座椅20把……红色
物业进驻后，一系列措施让原本破旧的小
区“大变身”，居民拍手叫好。

“过去，小区只有最基础的公共道路
保洁，现在楼道内每天都有保洁员的身
影；过去，小区绿化缺乏维护，绿化带都
成了‘垃圾带’，现在有专业的工作人员
定期修剪，小区绿意盎然。”侯燕平掰着
手指，细数红色物业入驻后小区的变化。

“自从有了红色物业，小区的楼道干
净了，停车也井然有序，这个事情抓得
好！”今年72岁的刘广强是安居园小区的
老住户，小区一天天的变化，他都看在
眼里。“前几年不少搬出去的住户，都开
始往回搬了，6号楼的老李头上个月开始
重新装修，准备搬回来住了。”

据介绍，像安居园这样的老旧小区，

石家庄市仅辖区内长安区、桥西区、新华
区、裕华区就有近 1900 个。其中，无物
业服务的超过 200 个，基础设施不完善、
环境脏乱差、居民幸福指数低，是这些老
旧小区的共性问题，也是城市基层社会治
理的顽疾。而到今年6月底，石家庄市将
实现红色物业城市社区全覆盖。

党建引领破解管理难题

“大家现在还有什么需求？”
“现在小区环境好了，希望能在小区

广场上再装一些健身设施。”
日前，安居园小区举行了一次由社

区居委会、物业公司、居民代表共同参
加的联席会议，大家对小区管理中遇到
的新问题进行讨论。

“自从有了红色物业，我们很多的合
理诉求都得到了及时回应、解决。”居民
王成弟说。

“红色物业，‘红’就红在党员队
伍，以党员为骨干组建服务群众的队
伍，通过共建共治共享，破解老旧小区
物业管理难题。”侯燕平说，“在党组织
引领下，红色物业进驻老旧小区履行社
会责任，全心全意为居民服务，从而形
成良性互动。”

石家庄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红色物业必须符合“四强一高”的
标准，即党的建设强、社会责任强、经
营管理强、服务能力强，群众满意度
高。进驻后，还要建立由社区党组织牵
头，物业企业、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
会等共同参加的党群联席会议制度，实
行物业企业管理层和社区“两委”班子
成员“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机制。

笔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物业服务不
到位、居民不认可、物业费收缴率低等
问题正成为不少红色物业发展过程中遇

到的坎儿，而安居园小
区的红色物业做法，则
提 供 了 解 决 问 题 的
样本。

如何让物业公司留
得住、干得好？石家庄
市天苑街道和物业公司
通过征求居民意见，经
过多次论证，结合物业
公司自身维修优势特点，决定在小区开
展家政保洁、家电清洗、家庭水电暖快
修等民生服务。

“我们价格公示、收费较市场低，技
术有保障，居民需要维修也愿意找我
们，民生服务也为物业工作的开展提供
了一定的资金支持。”慧家物业总经理梁
二强为笔者算了一笔账，“就拿家居保洁
来说，我们收费比外面要便宜 50 元左
右，而一户居民一个月物业费仅在 30 元
左右，这样算下来，还有剩余。”

“我们是老旧小区，家里少不了要修
修补补，以往在外面找师傅维修，花钱
多还不放心。”居民马秋果说，“春节的
时候，我们家暖气管跑水，物业派来的
工作人员半个多小时就修好了，还没收
费，你说，这物业费缴得值不值。”

“入驻后，良好的服务让居民看到了
小区改变，增强了对我们的信任，而家
政、维修等收费民生服务的开展也增加了
公司收入，让公司能够留得住、干得
好。”梁二强说，不少居民主动缴物业
费，今年第一季度物业费收缴率达到95%。

疫情防控中彰显担当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社区是与
人民群众零距离接触的“防控一线”。

疫情发生后，老旧小区红色物业发
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街道、社区党组

织的带领下，充分发挥物业企业党组织
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扛起居民生活小区的疫情防控重任，为
织密社区疫情防控网、保障居民生活正
常有序作出贡献。

石家庄市桥西区汇通街道平安南小
区是多层楼老旧小区，疫情期间，物业
保洁员负责小区公共场所消杀工作。“他
们每天都要背着 20 多公斤重的消毒喷雾
器爬上爬下，除此之外，还负责清洁整
个小区的卫生，确实很辛苦。”看到保洁
人员进行消杀工作，一位居民感慨道。

“每天进行消杀工作，消除广大业主
的安全隐患，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义务。”
汇成物业经理高西振说，“每一个小区就
是一个阵地。疫情发生以来，我们的工
作人员一直坚守一线，为所有住户服
务，积极配合社区共同抗击疫情。”

“您好，请拿出您的小区出入证，我
们看一下。”“阿姨，要尽量减少出门，
最好不要去人员聚集的地方，回来一定
要记得洗手。”疫情防控期间，梁二强每
天都要重复上百次这样的话。

石家庄市长安区荣盛物业党支部开
启“爱心跑腿”行动，为业主组织平价
果蔬采购，物业人员负责定点收货并免
费送货上门。石家庄市桥西区绿雅物业
党支部联系组织附近饭店，在确保安全
的情况下到小区集中售卖存储蔬菜，为
业主提供实惠便利。

□河北日报记者 崔丛丛 张淑会

5月20日凌晨1时许，刚入睡的魏县
边马乡任骈村村医陈运稳，被一阵急促
的电话铃声吵醒。

“陈大夫，我家孩子现在高烧，呼吸
有些急促，您起来给瞧瞧吧。”陈运稳边
起床，边回应着电话那头焦急的村民田
先生，“别慌，我去村卫生室等您，带孩子
赶紧过去吧。”

“是幼儿急性喉炎。”量体温、查病
情……陈运稳认真诊断后，立即开了药
方，帮着家长给孩子服药后，又进行了雾
化治疗。看着孩子的病情慢慢好转，陈
运稳和田先生都松了口气。等回到家
时，已是凌晨3时。

像这样不分昼夜、无论节假日的随
叫随到，陈运稳从无怨言，“病情不等人，
给村民们服务是我的本职工作。”

陈运稳出生于 1969 年，七岁患小儿
麻痹，当时由于医疗条件差，救治不及
时，落下了一辈子的残疾。他长大懂事
后，决心当一名医生，“不能让村民像我
一样受到疾病折磨”。1986 年，刻苦学
习、勤奋钻研的陈运稳考取了行医证，成
了村民家门口的“健康守门人”。

看病、拿药、打针、叮嘱注意事项、普
及健康科普……任骈村 1900 余人，每个
人的健康状况如何、谁有啥病、病情怎么

样，陈运稳都一清二楚。他不仅承担着村
民们的基本医疗服务，还负责给每个人建
立健康档案，对慢性病患者进行随访与保
健，开展流行性疾病的防治等。

“每天，都有几十号人来看病，一忙
起来就是大半天。”虽然他自己腿部有
残疾，走路不便，但从没有因此耽误过
对村民的治疗，对一些卧床的重症病
人，他经常上门服务。为了更好地服务
村民，他专门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有
了电动车，我能多跑两趟，省得村民们
折腾。”

村民收入有限，年轻人大都外出打
工，留下的多数是老人。对于村里的孤
寡老人、贫困村民，陈运稳总是想方设
法为他们减免诊疗费、医药费，尽量每
次 给 村 民 们 用 那 些 疗 效 好 又 便 宜 的
药。“就算没有钱，我也要先给他们看
病。”陈运稳说。

仅有为村民解除病痛的热情是远远
不够的。30 多年来，陈运稳购买了大量
医药类书籍，如临床医学、药物学、人体
解剖学等书籍，还有医学刊物等，利用空
闲时间学习，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同

时，他还积极参加各级医院组织的培训，
提高自己医学视野和素养。

有的危重症患者去县医院或是省级
医院看病，愿意找陈运稳陪同，他都尽量
满足，一边照顾村民，一边帮患者向专家
咨询病情和诊疗手段，在学习中帮助村
民得到更好的康复治疗。

不仅病看得好，陈运稳有爱心在十
里八乡也是出了名的。2010 年 12 月，在
邯郸市红十字会与魏县卫生局联合举办
的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活动中，他了解
到自己符合捐献条件，便毫不犹豫地留
取了血样，正式加入了中华骨髓库造血
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的队伍。

2019 年 9 月，正在给村民看病的陈
运稳接到了省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电
话，得知有患者的血样与他的配型成
功。当工作人员询问他是否愿意捐髓
时 ，陈 运 稳 毫 不 犹 豫 地 回 复“ 坚 决 捐
献”，最终成为我省第 426 例成功捐髓的
志愿者。

“村民需要我，我会一直在这儿。”陈
运稳深知农民群众看病的不易。他说，
现在虽然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状况明显改
善，服务质量显著提高，但仍缺少技术好
的医生，“当一名村医，是我一辈子的事
业，丢也丢不掉!”

今年，陈运稳入选了省文明办发布
的第一季度“时代新人·河北好人”名单。

陈运稳在
为患儿听诊。

河北日报
通讯员 袁贝
贝摄

▼红色物业慧家
物业公司入驻后，对小
区进行有效管理，安居
园小区迎来大变样。
新华区委宣传部供图

◀去年 12 月，红
色物业进驻安居园小
区后，采取一系列措
施，改善小区环境，增
强 居 民 幸 福 感 、安
全感。

河北日报通讯员
武 頔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