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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川区：“有礼小区”新风劲吹
今年 1 月中旬，通川区启动“有礼村庄（社区）”“有礼小区”评选活动，并于 2 月
26 日对评选产生的 5 个“有礼村庄（社区）”和 5 个“有礼小区”进行了公示。 通过强化
示范引领，大力弘扬文明有礼、尊老爱幼、邻里团结的美德，一个个“文明细胞”成为通
川发展、民众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近日，记者走进通川区 5 个“有礼小区”，亲
身感受“有礼小区”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有礼文明新风尚。

东城街道吉昌大院：

共治共享激活力

居民在吉昌大院里练习书法

西城街道黄葛苑：

党建引领促发展

朝阳街道御景上城小区：

和谐有序更宜居

御景上城公益之家

朝阳街道春兰小区：

架起居民“连心桥”

小朋友在春兰小区玩耍

凤北街道江湾城二期：

“智能小区”更温馨

江湾城二期机械化清扫

此写字作画、翻阅书籍，亭子左侧是“有礼廊”，廊
内书写有文明宣传标语。 沿长廊前行， 便来到了
“
有礼亭”，大院居民经常坐在这里休闲聊天。
据了解，吉昌大院以“通川有礼·有礼吉昌”为
支撑，按照“党建引领、党员示范、小区自治、群众
参与”的理念，推选出热爱小区、热心公益、有责任
心的居民担任楼栋长和楼院长， 探索并推行居民
自治管理“五议”工作法，即支部动议、居民提议、
院长商议、代表会议决议、群众监督评议，充分营
造了有礼践行、和谐有爱、自治有序的基层治理良
好氛围。

黄葛苑始建于上世纪 90 年代， 共有 5 个单
元、92 户居民，常住人口 218 人，是达州市第一批
红旗示范点。 随着有礼文化活动的不断深入，该小
区成立小区党组织，积极探索“三问”机制，激发群
众参与热情，推动老旧小区由乱到治，人居环境得
到明显改善，形成小区“
520”院落文化。
沿三圣宫穿过古色古香的蒲草田巷， 来到位
于桑树巷 36 号的黄葛苑。 深浅交错的灰色砖墙，
黑色的牌匾上书写着“黄葛苑”几个字，小区门口
摆放有黑色的休闲长椅和茶几， 墙上写有黄葛树
精神、小区简介，设置有楼院自治管理公示牌等。
穿过大门通道，小区内院景色一览无余，沿墙点缀

有绿植盆栽，墙上贴有居民公约、亮丑牌等，每栋
楼门口都安装有智能门禁系统， 曾经的旧车库被
改造成了党群“
连心阁”、议事“礼事阁”，为辖区居
民提供了更多休闲交流场所。
黄葛苑的变化， 离不开小区党组织的引领带
动。 2017 年 7 月，黄葛苑成立了党小组暨楼院自
治小组。 作为小组成员之一、81 岁的向以明老人
习惯随身携带一个笔记本， 笔记本上记满了小组
成立以来他服务群众的每一件事，“平时就是帮助
邻里调解矛盾纠纷，为居民讲解政策，联合社区组
织开展坝坝会、小区活动等，现在小区的风气跟以
前大不一样了。 ”

朝阳街道御景上城建于2009年， 常住人口
2235户、近8000余人。 在“通川有礼”系列活动中，
该小区始终践行“
1556”工作模式，聚焦“红色物
业”打造、
“
四凝八气”目标，优化物业服务，巧借文
化活动载体，不断夯实小区“三中心”，持续提升小
区居民的素质和获得感、满意度，现已成为达州市
十大宜居小区之一。
来到御景上城小区门口，沿步行道走向小区内
庭，电子屏幕上播放着文明礼貌的宣传视频，院内
亭子、长廊等居民休闲娱乐场所悬挂有礼貌劝谏用
语、法制宣传、传统美德等有礼文化宣传海报等。
据御景上城党委书记刘进平介绍，聚焦“有礼

之城”打造，该小区持续提升少年有朝气、青年有
志气、老年有底气、家庭有骨气、楼栋有生气、小区
有灵气、邻里有和气、团队有士气的“御景八气”；
结合一年十二个月份，创新打造“御景十二节”，包
括感恩、孝善、书香等主题内容，每月一个主题节
日，促进邻里交流沟通，营造和谐友爱氛围。
同时，御景上城小区创新探索实践“建强一个
主干、完善两项机制、激活三支队伍、强化四方联
动、打造五星服务”的“
12345”党建工作法，党支部
重点构建以“小区党支部 + 楼栋党小组 + 党员联
系户”为主的组织网络，以打造“红色物业”为引
擎，持续推进建设红色阵地、弘扬红色文化活动。

“我们小区是安置小区，曾经环境卫生差、基
础设施弱、形象老旧。 2020 年老旧小区改造后，环
境得到了大幅改善。 ”春兰小区党支部书记青春放
告诉记者，
“后来，通过开展‘通川有礼’系列活动，
居民改掉了很多陋习， 小区的生活秩序也逐渐得
到了改善。 ”
据了解，春兰小区建于 2004 年，共 5 幢居民
楼，住户 241 户，居住人口 830 余人。 通过争取上
级补助资金和居民自筹资金， 小区布设居民小组
服务点，增设感恩亭、健身点、居民议事厅、乐做驿

站等基础设施，并规划打造停车位 78 个、非机动
车停放点 20 个。
“通川有礼”系列活动的扎实开展，为邻里沟
通交流架起了“连心桥”。 小区居民李仁敏告诉记
者：
“
现在小区逢年过节会举办如包粽子、 趣味运
动会等
‘有礼活动’，丰富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拉近
了邻里间的距离，邻里关系变得更加亲近友好。 ”
据介绍，该小区将进一步创新党建引领、民主
决策，引导居民共同参与小区治理，不断增强居民
的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

走进位于凤北街道张家坝社区的江湾城二
期， 宽敞的人行步道映入眼帘， 步道两旁是由草
坪、灌木、树木等绿植打造的景观，风景优美。
沿石板路穿过绿化景观， 便来到了位于小
区22栋底层的居民之家，内部设有阅读区、议事
厅、书画区、儿童活动室等，四周的文化墙上布
置了文明礼貌宣传语。 小区居民或在此看书学
习，或三五好友娱乐消遣，或带上文房四宝练习
书法。
“养老服务点是小区配套打造的，占地约 700
平方米，包含舞蹈室、阅览室、母婴室等，能为居民
提供更多休闲娱乐场所，现已基本完成建设，正在
进一步完善内部设施。”据江湾城二期项目经理夏

春意介绍，江湾城二期总户数 2160 户，人口近万
人。 该小区依托智能化管理，进一步做好“有礼服
务”，小区内开设 24 小时便民生活超市，提供全天
候免费配送到家服务，院坝、车库环境打扫采用机
械化作业， 小区内部已实现监控全覆盖， 小区大
门、单元入户大厅安装有人脸识别门禁系统，秩序
员、监控员 24 小时在岗，为居民安全提供技防、人
防双重保障。
“
有礼”体现在居民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在
通川大地上，“有礼”理念正逐步蔓延开来，与“有
礼”行动融会贯通，成为最前沿的风尚潮流，推动
这座城市向着“
品质通川、有礼之城”阔步迈进。
（达州之心通川）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开新局。 为传承红色文
化， 通川区红色文化宣讲、
红色文艺演出“双红”活动
在徐斌将军故里——
—通川
区金石镇七星村举行。
徐斌将军 1933 年参加
红军，曾担任过红四方面军
总司令部参谋，参加了川陕
革命根据地， 反“三路围
攻”、“六路围攻” 的战斗和
二万五千里长征，1936 年，
徐斌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通川区金石镇七星
村村委会，通川区老协的同
志将大家讲述了徐斌将军
光荣的一生。
徐斌原名徐志文，1920
年出生于通川区金石镇，
1933 年参加红军，1935 年
参加长征，1955 年被授 予
少将军衔。 土地革命战争时
期，参加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的反“三路围攻”、“六路围
攻”战斗和红军长征；抗日
战争时期，参加了陕甘宁边
区反顽、反封锁斗争；解放
战争时期， 参加了辽沈、平
津战役；1951 年，参加抗美
援朝，获得朝鲜二级国旗勋
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台上声情并茂的讲述，
台下聚精会神的聆听。 随
后，《祝福祖国》《喜看通川
新面貌》《伟大中国梦》等歌
舞节目轮番上演。 大家表
示，家乡日新月异的发展变
迁，离不开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的浴血奋战，要弘扬
红军精神，将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把生活越过越甜美。
（来源：达州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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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葛苑小区开展“
有礼”活动

东城街道吉昌大院位于东城街道凤翎社区张
家湾路 178 号，建成已有 30 年，目前大院现有住
户 153 户 462 人，其中党员 11 名，院内还有区人
社局、锦都建司、东城司法所和吉昌幼儿园 4 家单
位。 通过开展“通川有礼”活动，该小区创新实施
“
五议”工作法，发起制定“
吉昌公约”，改善人居环
境、完善基础设施、增添小区功能，提升了小区居
民“
主人翁”意识。
跨过由灰墙红瓦围成的吉昌大院大门， 左边
是小区的“
邻里连心屋”，屋内的商品琳琅满目；正
对大门的是造型古典的“书香亭”，不时有居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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