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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堂屋凝聚街道蜕变
四川彭州创新探索社区治理“花村模式”

打造“最美街道”
群众说了算

2019 年初，花村街成功摘得
成都市“最美街道”头衔。

而在一年多以前，这里还是
公共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街道
房屋破损、 环境脏乱差的地方。
为走出花村街发展治理困境，重
塑街道的生机和活力，丹景山镇
关口场社区坚持以党建引领社
区发展治理为抓手，不断探索实
践，逐步构建起“两个原则、三个
委员会、四个双机制”的“234”工
作法，推动花村街实现蜕变。 其
中的“2”是指花村街在社区发展
治理过程中始终坚持“自上而下
明确方向”和“自下而上推动工
作”的两个原则；“3”是指花村街
成立了“共建、共治、共营”三个
委员会，分别负责发动群众全程
参与花村街外围空间改造、负责
劝导居民转变不文明行为和负
责共商街道商业发展计策，激发
居民自治活力；“4” 是指四个双
机制，建立“党建引领、资金保
障” 的双元保障机制，“以人为
本、以客为尊”的双线问需机制，

“志愿激活、组织培育”的双轮驱
动机制，“项目支撑、 多元参与”
的双效推动机制，推动花村街品
质提升。

“过去，我爱提意见，那是因
为居住环境差。现在经过沟通，我
认识到社区治理不仅仅是政府和
社区的事，更是百姓自己的事，必
须靠大家共同努力广泛参与。 ”年
近 70岁的夏进东老人说。

夏进东现在不仅是关口场
社区的一名志愿者， 也是共建、
共治委员会成员之一。 2018 年，
他被推举为花村街街长。 他说：

“花村街改不改、 怎么改、 谁来
改，都由群众说了算。 ”夏进东还
带动了一大批居民一起参与支
持社区发展治理工作。 在花村街
游步道建设中，夏进东更是献言
献策，主动参与劝导居民等。 在
花村街背街小巷整治动工前，结

合居民后期停车问题，社区召开
坝坝会，夏进东与居民一致同意
将车停在街外。 夏进东还被评为
彭州市社区志愿服务十大感动
人物。

“从开始筹备花村街的整治，
仅用了半年多时间就达到了现在
的效果， 得感谢居民的积极参
与。 ”关口场社区党委书记陈开渠
说，“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加强社区共建共治，让群众
共享成果， 是我们始终坚持的原
则。在建设之初，免不了有居民不
理解，经过走家串户沟通，并召开
坝坝会， 讲政策讲发展谈长远利
益，最终取得了明显成效，花村街
一期整体项目提升得以顺利完
成。对资金管理，花村街的社区居
民还推选出 5名群众代表组成监
督小组，对资金收集、管理、运作
等进行监督。 ”

街道通过美颜后，变得整洁
如新，有居民提出建议，再把之
前的老石槽、小盆栽、景观造型
拿出来装饰家门口。“一家美，百
家仿”，其他居民纷纷行动，有的
改建石桥，有的砌小围栏，有的
干脆把自家的大石缸拿出来，放
几条小鱼，点缀几朵小花……如
今花村街每家每户都有了自己
的景致， 王大哥门前小桥流水，
周大姐的后院满园春色，吕阿姨
家的橘子树硕果累累，改造后的
花村街名副其实。

共治共享催生
“家门口经济”

“引水上街、花开四季”“家
家有特色、户户有变化”。 如今的
花村街已变身为集民俗、 文化、
休闲、娱乐为一体的魅力街道。

“变美的花村街，引得更多
的游客慕名前来，为了满足爱好
美食的游客， 看来还得扩大店
面。 ”在花村街中段有一个装修
别致的“蛮姐食堂”，店内员工热
情招呼着来往客人，“先吃安逸
了再逛一逛耍一耍，还可买点花
卉回去。 ”在临街各大铺面门口，

商家都摆放了盆栽，这样既装点
了门面， 靓化了房前院后环境，
又在家门口做起了生意。

据了解， 花村街主街长 400
多米，有商铺 183 个，共有 7 条支
街小巷与主街贯穿。 变美后的花
村街街面整洁有序、建筑立面清
爽靓丽， 不仅提升了居住环境，
还盘活了沿街部分商家店铺，游
客越来越多，许多居民都在家门
口做起了生意。

“要想吸引更多的游人光
顾，我们必须维护好环境。 ”花村
街群众在坝坝会上提出建议。 为
此大家计划在开敞铺面广迎游
客的同时， 推选出 28 名共治委
员会成员，专门维护管理沿街基
础设施、环境卫生以及景观等。

“环境改造后，生意比以前好
多了， 我进了一些民族风格的服
装，有一天就卖了好几套。 ”居民
刘应贵对改造后的环境很满意。

环境与产业双轮驱动。“我
们还成立了由 5 名商家代表组
成的‘共营委员会’，通过商业带
动，让更多社区居民的腰包鼓起
来。 ”丹景山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如今的花村街，正以其“最
美街道”的示范效应和影响力吸
引着更多的人到花村街走一走、
看一看，并带动街道经济“活”起
来，构建“一花一街一世界”的生
态美景。

搭建“花村堂屋”
实践社区发展治理

2019 年夏天，由街道群众共
同打造的“花村堂屋”正式落成。

“花村堂屋”既不是社区干
部的办公场所，也不是传统意义
上的文化活动中心，而是社区发
展治理框架下群众自治的载体
和平台， 是花村街共建委员会、
共治委员会、共营委员会成员议
事活动的地方。 堂屋的房子是居
民的闲置空房，里面的 100 多件
陈设是每家每户自愿捐的，居民
们轮流当值， 负责打扫卫生、接
待游客咨询、为街道的群众提供

茶水等服务。 小小堂屋成为花村
街 183 户人共同的客厅，实践着
彭州市丹景山镇创新社区发展
治理的“花村模式”。

堂屋的房子是居民的闲置
空房，里面的 100 多件陈设是每
家每户自愿捐赠所得。 以“今天
我当家”的流动红旗流转值班的
方式由花村街 183 户居民对堂
屋进行自我管理，主要负责堂屋
的卫生打扫、游客接待咨询等服
务，一间小小的堂屋，有机融合
群众议事厅和民情收集点的服
务功能， 是居民聚会、 联谊、观
影、开展小型艺术活动的理想场
所，更是承载关口场社区居民归
属感、自豪感、凝聚力的多功能
阵地。

此外，花村街通过村民自发
筹集、政府以奖代补、社会资金
注入等多渠道不断做大资金池，
构筑公共资金大平台。

提供智力支持，实施“乡贤
回引”工程，打好乡情牌，吸引外
出务工优秀人才返乡创业。 鼓励
乡村设计师、造价师，当地书画
爱好者、文艺工作者全程服务于
街道改造和院落整治等工作中，
形成一支本土化、专业化的乡村
规划工作队伍。

以建设和谐社区为目标，关
口场社区还结合“蓉城好邻居”

“邻里好活动”要求，成立多支志
愿服务队，联合社会组织和志愿
者队伍定期开展邻里志愿服务。
做到“周周有活动， 月月有主
题”， 主要开展的活动有书法展
览、川剧演出、乐器表演、文艺演
出、读书、广场舞等，通过活动营
造社区和谐气氛，进一步拉近邻
里关系。

如今，花村街已成为网红打
卡景点，“蛮姐食堂”“春风十里”

“江哥鲜花店” 等群众自己的店
面陆续开张营业。“希望来自五
湖四海的朋友们，在游玩花村街
时，也顺便逛逛我们的‘花村堂
屋’， 来感受一下我们的幸福新
生活。 ”花村街居民张大姐发出
邀请。 （据《四川日报》等）

端午节民俗活动———穿越花村街 花村堂屋

彭州每年春天牡丹花
盛开， 前往国家 4A 级景
区丹景山赏花的人络绎不
绝。离景区不远处，矗立着
一座古色古香的牌坊‘花
村街’，这里景美、水清、花
艳， 是当地休闲度假的又
一去处。

花村街原名花村，以
花为名，以花为媒，位于彭
州市丹景山镇关口场社
区，是蜀中著名古村落，以
盛种牡丹而名， 全国闻名
的黑牡丹王彭州紫就出自
于此， 这里还是古代茶叶
交易中心。 如今的古街是
‘5·12’ 汶川特大地震后
重建的， 以明清风格为主
调，人们开渠引水上街，沟
宽水浅，亲水而居；这里户
户竞种牡丹，争养朱砂，广
植花木，四季繁花盛开。蜿
蜒的流水，绽放的鲜花，白
色墙面上镶嵌的牡丹书画
以及各种楹联匾额， 打造
出了一个‘水上花村、水上
茶城’。

花村街的变化， 离不
开花村街广大居民的辛勤
付出和努力， 也是近年来
花村街在党建引领下，打
造共建共治共享社区发展
治理格局的真实写照，是
丹景山镇深入推进成都
市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理
念在基层落地落实的缩
影。 居民李大姐说：‘这里
无论是居家休闲还是做
生意都很舒适， 在家门口
就能挣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