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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筹 500万改造走廊

宁波社区自治打造生活共同体

【试验】

说起“鹂西走廊”，黄鹂社区
党委书记王义豪有一肚子话想
说，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 6000
平方米铁路沿线鹂西段，此前一
直是他的心病。

王义豪带记者去看尚在施
工的“鹂西走廊”二期工程。 这里
一片荒芜，半人高的草堆掩盖了
原有的小径，行进间需要费力拨
开丛生的杂草；路边的平房破败
不堪，透过虚掩的房门可以依稀
看到室内的满地狼藉。“这还算
好的。 这里没人住，顶多就是破
败了点。 ”王义豪说。

“一期那段以前更糟糕。 不
仅杂草丛生， 还有人种菜养鸡，
或是直接倾倒垃圾。 一到夏天，
孳生各种蝇虫，沿线的居民都不
敢开窗户。 ”王义豪说。倒也不是
不想管，但这里位于萧甬铁路沿
线，属于铁路红线范围，社区没
有管理权。 此前，黄鹂社区每年
两次组织沿线区域垃圾清理，

“每次运垃圾的土方车都要装几
十车”。

转机发生在去年 3 月。 为彻
底解决“鹂西走廊”脏乱差这一
社区管理的顽疾，白鹤街道走访
对接中铁上海局集团宁波工务
段， 一起商定彻底整治改造方
案，初步拟定了休闲绿化和建设
停车场两套方案。 最终，大多数
社区居民选择了绿化步道的建
设方案。

“以前尽管每年集中整治，
但问题总是周而复始。 ”白鹤街
道党工委副书记严青春告诉记
者，“这次索性直接把主导权交
到居民手中，让居民自己决定改
造方案。 ”于是，不同于过去政府
主导或经费拨付的模式，“鹂西
走廊”的改造大到筹款、立项、规
划，小到选绿植、铺管道，全部让
居民全程参与。

说是试验， 是因为一开始
没有人知道“鹂西走廊”会变成
什么样。 最初的建设方案仅仅
是修一条步道、 种一排树。 彼
时， 白鹤街道的诉求就是想把

原先脏乱差的区域管起来。 但
社区居民有质疑， 他们担心又
是“运动式”的整改建设，没有
延续性。 围绕“鹂西走廊”建设
的第一场议事会， 居民只提了
寥寥几条意见。“有时候政府的
想法和群众的实际需求是有脱
节的， 这时候就需要畅通沟通
机制。 ”严青春认为，只有政府
想法和居民诉求慢慢达成一
致，双方才能“拧成一股绳”，逐
渐共建共治共享。

沟通并非“一锤子买卖”。 改
造期间， 白鹤街道开了不下 10
场居民座谈会、现场会，同时黄
鹂社区组织居民代表入户调查，
收集民意。 根据居民的最迫切需
求，“鹂西走廊”建设了绿皮火车
作为群众议事厅、 花草医院的

“草木居”、健身散步的“枕木步
道”等 10 个创意功能景点。

【众筹】

去年 4 月，在定下“鹂西走
廊”初步改造方案后，白鹤街道
对接辖区内的共建单位，筹集了
80 万元的启动资金和铁轨枕木、
园林绿化等相应的建设物资。 但
随着项目推进，居民意见不断丰
富，建设方案一再改动，项目预
算也水涨船高。“摸着石头过河”
的探索一下子面临巨大的资金
缺口。“众筹”的想法应运而生。
去年夏天，白鹤街道发布一条公

益召集令，邀请机关和企事业单
位以货币、实物等形式，共同参
与“鹂西走廊”的建设。 很快，这
条公益众筹的消息在当地人的
朋友圈里传开了。

短短几个月，白鹤街道辖区
内 16 家共建单位和黄鹂社区的
居民们累计筹资 500 万元。 其
中， 黄鹂社区共有 2000 多户居
民参与了众筹，他们出钱、出力、
出物，共建“鹂西走廊”。 比如，
“大道椅” 由黄鹂社区老木匠们
共同参与完成，“聚星绘”则是街
道邀请专业机构、高校的设计专
业师生与社区居民等共同绘就，
“窗台边” 的七彩阳台则由社区
600 余户家庭参与共同打造……
历时 266 天，“鹂西走廊”一期工
程于今年 1 月 12 日开园。

“鹂西走廊”因众筹而建成，
但又不只依靠众筹。 严青春想得
很清楚：“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公
益和捐赠必不可少。 但不能过度
消耗辖区内居民和企业的热
情。 ”从长期看，白鹤街道已成立
社区发展基金，将相关公益资金
专门用于街道其他社区微更新
的建设。 此外，据白鹤街道党工
委委员黄志利介绍，街道正在研
究整合政府配套资金的精细化
利用，探索建立可持续的资金支
持机制。 而在二期的规划中，更
多样化的业态被引入，意在通过
成熟的商业模式逐渐形成相对
完善的造血机制。

【经验】

如今，“鹂西走廊”焕然一新，
成了社区居民家门口的景点。

这场关于社区更新的试验，
归根结底，“众筹” 只是手段，为
了将参与者凝聚成共同体，从而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生活
共同体。 不仅有了参与感，居民
心里同样有了认同感。 比如，去
年 9 月 11 日，火车厢运进“鹂西
走廊”前，街居干部挨家挨户向
居民宣传告知， 从深夜 12 点到
次日凌晨 4 点的彻夜作业，沿线
没有一起居民投诉，甚至还有居
民自发前来帮忙。 平日里，即便
看到一块地砖有划痕，居民也会
心疼地迅速和社区联系。

文明意识的转变更让人印
象深刻。“鹂西走廊” 开园近半
年，“草木居”里的花草盆栽从未
丢失，种类甚至还比刚开始时丰
富了许多，不少都是居民自发贡
献出来的。 近日，“鹂西走廊”的
百日菊开得很盛。 记者探访时，
看到有小朋友正想采花，远远地
就有居民上前劝阻。“现在热心
居民多了，大家都自发地加入文
明劝导。 看到有市民没有牵狗
绳，没等我们说，早就有人提醒
了。 ”志愿者沈永德说。

众人拾柴火焰高，全民参与
让社区微更新有了持久的生命
力，得以破解更新建设“维持不
易”的怪圈。“充分挖掘居民中的
资源禀赋，奔着居民的痛点去整
治，让居民成为主角，才能有效
破解整治过程中政府一头热、吃
力不讨好的问题。 ”严青春觉得，
这可能是“鹂西走廊”建设最重
要的启示。 黄志利则为“鹂西走
廊” 总结了“党委统筹+支部共
筹+社会众筹”的模式经验。 6 月
15 日，在原有“鹂西走廊”的基础
上，白鹤街道建成“鹂西红·党史
专列”，是浙江省首个“众筹”建
成的开放式党史学习教育基地。

不过， 遗憾终归也是有的。
在严青春看来，虽然现在居民参
与社区治理的热情很高，但本质
仍是“政府牵头，居民参与”，未
来希望能更多通过对“居民自
治”的探索，补足街道和社区在
某些方面的短板，在社区治理和
微更新方面持续突破。

【自治】

在宁波，更多像“鹂西走廊”
一样推动老旧社区微更新的试
验正在开展。

今年初，鄞州区中河街道城
兴社区风格城事小区 92 号楼的
楼道改造曾引起广泛关注，原因
是楼内 36 户居民众筹 40 万元，
历时 3 个月将原本破旧的楼道
改造得如同星级酒店。 相比于焕
然一新的楼道，更值得关注的或
许是改造背后的自治试验。 为了
改造，92 号楼居民自发成立了众
筹小组。 众筹小组组建了楼道

群，在群里发出了众筹改造楼道
的倡议。

此外，众筹小组承担了楼道
改造的方案设计、装修施工等工
作。 对于有顾虑、有异议的，众筹
小组拿着设计图上门面对面解
说，征求建议。 改造结束后，楼道
群成了 92 号楼的居民议事群，
现在群里还常有对楼道事务和
社区问题的讨论。 其他楼道也纷
纷跟进效仿。 目前，93 号楼的楼
道改造即将完工；103 号、104 号
楼的楼道已于 5 月中旬施工；
107 号楼的楼道已经举办了授权
签字仪式，正在等待方案设计。

为推进楼道众筹改造的规
范化，城兴社区出面协调制定了
楼道改造公约。 6 月 10 日，中河
街道出台了“以奖代补”实施办
法，众筹改造资金纳入中河街道
社区发展专项基金，每一个项目
最高奖励 5 万元。“从某种程度
上看，我觉得这说明大家参与公
共事务和社区治理的意识在增
强。 以前可能很多人会来找我私
底下发牢骚解决问题，但现在他
们会郑重地把它提出来，去公开
地推动解决这个事情。 ”城兴社
区党委书记赵亚玲很看好这样
的尝试，在她看来，这其实也对
社区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甚
至形成倒逼机制推动政府解决
一些居民自治无法解决的问题。

类似的试验还在鄞州区首南
街道的陈婆渡社区展开。 陈婆渡
社区是一个建成已 16 年的拆迁
安置小区， 小区内侵占公共绿地
的行为曾屡禁不止。去年 5月，在
小区一次“居民说事”上，有人提
出“共享花园”的概念。“共享花
园”实行承包制，由固定的“花匠”
打理，花卉植物由居民“众筹”，但
大多数是“花匠”自己种的。 如今，
陈婆渡社区共建成 9 个“共享花
园”，面积约 1200平方米。 陈婆渡
社区副主任赵蕾表示，接下来，社
区将引进专业团队，帮助“共享花
园”整体提升，打造具有科普属性
的“百姓植物园”。

而在“鹂西走廊”，围绕社区
微更新的探索仍在继续。 严青春
表示，未来街道将聘请专家定期
为“鹂西走廊”的运营指点方向。
同时， 要强化社会力量的赋能，
充分利用设计院、高校、社会组
织和行业企业等资源平台。 今
年，白鹤街道和中国人民大学丛
志强团队签署合作协议，计划联
动规划社区改造节点，推进社区
更新，用艺术振兴社区。

当下，聚焦整体化改善的老
旧小区综合改造全面推进后，提
倡“小而美”“小而精”的微更新
改造正在收获越来越多的关注。
很多不起眼的背街小巷、犄角旮
旯悄然更新的同时，离不开逐级
增强的居民自治、共治的热情和
能力。 一场社区更新的众筹试验
的背后，不仅是老旧小区的面貌
焕新、功能重塑，也是城市更新
理念的不断革新和品质的不断
提升。 （据上观新闻）

最近， 浙江宁波 ‘鹂西走
廊’的花海开得热闹，各

色百日菊争奇斗艳，在一片绿意盎
然中甚是抢眼。 很难想象，一年多
以前， 这里还是脏乱差的社区边
缘，是无人问津的城市‘边角料’。

所有的改变源于去年初当地
关于社区更新的一场众筹试验。
2020 年 3 月，宁波市鄞州区白鹤
街道借鉴老旧小区改造的 ‘共同
缔造’模式，提出‘共商共议、共筹
共建、共治共管、共享共赏’的‘八
共’理念推动该地段整治提升。

在宁波 ，更多像 ‘鹂西走廊 ’
一样推动老旧社区微更新的试验
正在开展。

“

“鹂西走廊”一期工程完工后，景致优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