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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信互亲互助互信互亲互助 唤醒邻里情怀唤醒邻里情怀
——厦门市思明区基层社会治理“近邻”模式调查

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心，而社区又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

点。如何有效破解当前城市治理中组织碎片化、人际陌生化等难题，

打通党群联系“最后一公尺”？2019年以来，福建厦门市思明区深入

实践“近邻”模式，立足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构建了以“居民与居民

之间近邻互助、居民与组织之间近邻守护、组织与组织之间近邻共

建”为核心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让城市治理更贴近实际、更富

有效率、更有人情味。

“远亲不如近邻”，这是中国人很早就认

识到的一个朴素生活道理。然而，在大规模快

速城镇化进程中，“近邻”文化逐渐淡化甚至

消失，给城市建设和管理带来两大挑战。

一是基层社会治理难度加大。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城市社会正逐渐从“单位社会”向

“后单位社会”转变，城市居民也由“单位

人”变成了“社区人”，人际关系陌生化问题

日益凸显，大家参与周边公共事务积极性降

低，给基层治理带来新的挑战。

二是城市社区基层党建薄弱。随着新居民

持续涌入和“单位体制”瓦解，各种不稳定因

素使基层社会治理形势更加复杂，也让基层社

会治理呈现出碎片化、分散化、矛盾化问题，

基层党组织对群众的引领力逐步弱化。

“近邻”模式的出现正是对这两个时代

挑战的最好回应。一方面，“近邻”通过引导

群众互帮互助，发动居民积极参与自治共

管，让群众之间热络起来，形成新型“熟人

社区”。另一方面，“近邻”始终坚持党组织

的核心引领作用，将党的元素贯穿始终。比

如，群众协商议事由社区、小区党组织牵

头。通过类似制度性安排，打通联系服务群

众的“最后一公尺”。

因此，新时代新阶段要提升基层社会治

理能力，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推广“近邻”模

式。一方面从制度入手，坚持重心下移、力

量下沉，建好建强基层党组织，推动党的工

作覆盖到户到人，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

进，健全“近邻”联动机制，通过联席议

事、项目认领、资源共享等机制提升党建引

领社区治理效能。另一方面要加强对“近

邻”党建工作的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

坚持分类指导，强化督促考核，不断提升

“近邻”党建工作质量。更为重要的是，要充

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与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有效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形成以党组织为核心、党员带动、群众参

与、互助共进的良好局面。本版撰文 记 者 薛志伟 本版编辑 郎 冰 余 悦 美 编 王子萱

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尺最后一公尺””

厦门市思明区嘉莲街道观远里小区党群活动驿站“近邻之家”。 （资料图片）

嘉莲街道莲花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举行文艺演出。 （资料图片）

思明区是厦门经济特区的中心城区，以占全

市 5%的土地承载了厦门四分之一的人口，贡献

了三分之一的经济总量。但伴随着经济社会快

速发展，思明区高楼林立，新居民持续涌入，传统

互帮互助的邻里温度在“钢铁丛林”里日渐冷却，

组织碎片化、人际陌生化等特征日益凸显。

为此，思明区以密切小区邻里关系为切入

点，探索实践了“近邻”模式，形成基层社会治理

的生动实践。

从钢铁丛林变温馨家园

前不久，家住开元街道深田社区的居民郑瑶

琴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原来是她的邻居吴宝珠在

家突然晕倒，凭借着仅存的一丝力气，向她拨通

电话求助。在郑瑶琴的帮助下，吴宝珠被及时送

往医院救治。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年近八旬的吴宝珠仍心

有余悸：“是瑶琴这位‘好厝边’救了我的命啊！”

在厦门，“厝边”就是邻居的意思。实际上，

这位“好厝边”和吴宝珠尽管很早就认识，但是基

本不联系不走动，只是在近两年“近邻”文化熏陶

下，才主动到邻居家闲坐拉家常。郑瑶琴看吴奶

奶行动不便，每隔几天就来看望她，陪她聊聊天、

给她帮帮忙，还给她留下了电话号码，嘱咐吴奶

奶有需要帮忙的尽管打电话给她。谁能想到，这

么个小“用心”竟发挥了大作用，甚至救了吴奶奶

的性命。

一串“救命号码”，一段“近邻情谊”。近年

来，思明区聚焦组织碎片化、人际陌生化等社会

治理难题，坚持以居民户这一基层治理“最小单

元”为切入口，通过小区党支部党员带头，引导居

民间相互信任，成立“厝边帮帮团”“能人服务队”

“小巷和事佬”等自治互助队伍，共筑和谐友爱的

“熟人社区”。

在思明区委书记廖华生看来，提升推广“近

邻”模式，要以居民为主体，重新唤醒邻里情怀，

营造“熟人社区”或“半熟人社区”，推动邻里之间

互信互亲互助，形成温馨和谐的社区氛围。

在“近邻”模式实践中，鹭江街道小学社区、

国贸金海岸小区根据小区 60%以上居民是闽南

人的特点，把闽南民俗融入小区建设中，在党群

之家建成“金欢喜”“金好呷”“金健康”等公共

空间。

“民以食为天，咱小区可以尝试举办民俗手

工、美食节等活动，让邻居们多熟络熟络，这样才

更像一家人嘛。”国贸金海岸小区退休党员杨维

生告诉记者，在他的建议下，小区成立了民俗小

组。小区党支部陆续组织开展了“美食节”“民俗

手工”“最美家庭评比”等接地气、聚人气的活动，

还在社区党群之家开展做龟粿、包汤圆等传统民

俗活动。居民之间慢慢熟悉起来，小区氛围也渐

渐热闹起来。

“通过‘近邻’模式建设居民共治共享的美好

家园，将小区变成‘熟人社会’，让居民在互帮互

助中找到家园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更提升了幸福

感。”鹭江街道小学社区党委书记肖毅蓉说。

正因如此，铁门与铁门之间，一个新型的“熟

人社会”逐渐形成，“遇事多商量，有事没事常来

往”，守望相亲、和谐温馨的邻里风尚不断巩固，

越来越多居民成为“近邻”党建的支持者、参与

者。思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组织科科长郑腾川

表示：“‘远亲不如近邻’中没有一个固定的主体，

每个人、每个群体都可以是‘近邻’，这种模式能

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迅速拉近。”

“近邻”模式实践推广以来，对门不来往、

社交网络化、小区都是陌生人等城市治理难题

得到有效化解，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

提升。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思明区

应用“近邻”模式引导邻里守望、联防联控，

从公布首例病例到实现本土患者清零仅用 40

天，实现社区传播零发生、复工复产零发病、

境外输入零感染。

从一厢情愿到两情相悦

在国贸金海岸小区“金好呷”公共厨房里有

这样一副对联——“我的厝边值千金，千银买无

好厝边”。讲的是“我的邻居值千金，千金买不到

好邻居”，这是小区居民特地送给小区党支部

的。国贸金海岸小区现有居民 573户 1500多人，

在职党员 156 名，在册党员 21 名。2018 年 3 月，

该小区党支部成立，以在册党员为班底，按照“有

能力、有威望、有公心、有热情”的四有标准，广泛

征求党员、群众意见，通过选好“领头雁”、把好

“风向标”、提供“近邻服务”，强化党建引领、多元

参与，共建邻里和谐的美丽小区。

在此之前，商住两用的国贸金海岸小区面临

许多历史遗留问题，50%以上业主都不愿意住在

这里。杨维生告诉记者：“以前这里停车难、绿化

少、电梯又有问题，许多业主都搬出去了。”

为解决这些问题，小区党支部充分调动“近

邻”力量，协调解决更换 3部电梯、规整划分停车

位等问题，并创新采用电子投票系统，通过委托

第三方招投标、律师全程介入等流程选出小区物

业，推动建立社区律师参与机制，形成多元主体

参与的管理模式。

在解决电梯更换问题时，小区党员挨家挨户

收集意见，并联系业主开展思想工作，最终率先

完成更换3号楼3部电梯。

“万事开头难。3 号楼的电梯完成更换后，

就带动了 1 号楼和 2 号楼业主同意更换电梯，后

续工作开展就容易多了。”参与这项工作的居民

吴苇告诉记者，“现在进出小区可以看到花花草

草，不像之前满眼望去全是车，很多业主都搬

回来居住了。”

思明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谷介绍，思明区

通过城市基层党建“双报到”活动契机，盘活党员

身后的潜在资源，将在职、退休、流动等不同类型

党员纳入小区党支部管理，全区已有 1.1 万名党

员到小区报到，建成小区党支部 696 个，覆盖小

区 760个，覆盖率达 100％，认领服务项目逾 7000

个，一批党员干部带头担任小区党支部书记，组

建“红色业委会”331个，为小区治理贡献力量。

嘉莲街道莲花北社区观远里小区曾是一个

无物业管理的老旧小区，小区里道路泥泞、业主

停车见缝插针……2018年以来，小区党支部巧用

“党建引领”这根“绣花针”，探索出“一心四聚”近

邻党建工作法——齐聚邻里贤能、汇聚邻里力

量、凝聚邻里情谊、积聚邻里文化，织起一张共

治、共建、共管、共享的“小区近邻治理网”。

有着 22年党龄的退伍军人刘建华是观远里

小区的“老居民”，对这个开放式小区的情况有着

切身感受。为推动小区改变，他挑起业委会主任

的大梁，动员小区党员组建起了“红色业委会”。

“我是党员，也是退役军人，厦门就是我的第

二故乡。如果小区的环境更好一些，大家都会更

开心。”刘建华说，“总得有人来奉献。如果你不

奉献，我也不奉献，这小区自始至终都是这个模

样，大家住得都不舒服。”

在他的带领下，小区解决了停车难问题，完善

了车辆道闸、监控系统，老化设备也得到了更新。

当前，由“近邻”党建引领、居民自治破解小

区治理困局的成效开始显现，观远里小区逐步形

成了“听邻说事、请邻议事、帮邻办事、让邻知事、

邀邻评事”的“五事”工作法，推动小区的事邻里

办；创建起“黄昏行”平安巡查队、“三红”垃圾分

类志愿监督队、“观远芳华”小区妇女组织等“邻

聚力”志愿服务队伍，引领居民群众积极参与小

区治理事务，强化居民群众家园意识，自觉为小

区治理添砖加瓦。

“小区党支部撑起主心骨，居民全员参与、共

管共治是观远里实现从面子到里子蝶变的关

键。”莲花北社区党委书记黄英说。

廖华生表示：“推广‘近邻’模式要把握好居

民与组织的关系，就是要力促社区工作由‘行政

化’变为‘服务化’，把社区还原为居民的‘近邻’

和可以信赖的‘大家长’角色，让党群工作变得更

加顺畅，变‘一厢情愿’为‘两情相悦’。”

从独角戏走向大合唱

厦港街道巡司顶社区地处厦港老城区，有

300多年历史。辖区面积0.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7042 人，外来人口 1150 人，住户 2536 户；有厦门

破狱斗争旧址等红色遗址，有蒋厝、碧山岩寺、庆

福寺等人文景观。为盘活这些资源，让老城街巷

换新颜，巡司顶社区党委充分发挥党建引领的

“定海神针”作用，通过党员“双报到”形式，统筹

“街道大党工委+社区大党委+小区党支部+结对

共建党组织”等多元力量组成“近邻”党建联盟，

建立完善的“近邻”联动机制，通过联席议事、项

目认领、资源共享等机制，提升党组织之间的“黏

合度”，让基层治理从各级党委支部的“独角戏”

走向所有党组织的“大合唱”。

“虽然我们社区内部没有什么资源，但是社

区附近有许多驻区单位，我们通过关联这些单位

的党组织，组成‘近邻’党建联盟，为社区服务。”

巡司顶社区党委书记叶晓军告诉记者。

以巡司顶社区海龙小区改造为例，社区党委

以问题为导向，始终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

深入宣传“以奖代补”优惠政策，入户走访 1000

余次，组织征求居民意见会 20 余次，征求意见

171条；针对居民反映迫切的燃气管道改造问题，

积极对接市政园林部门，通过“社区居民提意见、

行业专家做方案”形式，推动天然气“接进家门”

行动，目前片区内天然气覆盖率已达 94.2%。通

过共享资源、共建项目、共办活动，巡司顶社区逐

步形成了主体多元、服务多样、形式多变的大服

务格局。

郭燕敏是巡司顶社区“近邻”物业服务队的

志愿者，也是“双报到”党员。“我是湖北人，一年

前我又一次来到厦门，还加入了公益组织。叶书

记了解后就与我们团队商量，组建起‘近邻’物业

服务队。我做家政服务这一行也是受了叶书记

的启发。”郭燕敏说，巡司顶社区组建的这支“近

邻”物业服务队，主要针对无物业老旧小区“没人

管”问题，由小区居民点单、社区下单、物业公司

接单，所有项目都是明码标价，价格较市场便宜

了近一半，切实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除了服务于社区居民，社区党组织还考虑到

周边人文景观的建设完善，与厦门鹿宝文化旅游

有限公司共建推出了“认识巡司顶”语音导览，语

音导览的播音员由社区共建党支部资助上学的

学生担任。

“共建党支部帮助了这名学生，这名学生通

过这种方式来回馈，这是一种很好的爱心回旋，

让我们的居民更有归属感。”叶晓军说。

社区的改变打动了不少非公党组织。去年 5

月加入厦港大家庭的厦门市捷安集团党支部充

分发挥人员和资源优势，迅速进入“好近邻”的角

色，为社区居民搭建公共晾衣架、楼梯扶手等，切

实改善了居民居住环境。捷安集团副总裁陈丽丽

告诉记者：“我们也是厦港人，互帮互助义不容

辞，后续还会协助好社区做更多服务居民的事。”

张谷介绍，秉承“近邻”理念，思明区通过完

善街道大党工委、社区大党委联席议事机制，横

向联动共建单位、社会组织等资源力量，促进多

元治理主体持续共同发力；共 1400 多家驻区单

位到党群服务中心轮值驻点服务，形成社区“15

分钟服务圈”。

以鹭江街道为例，不少小区无物业、不封闭，

居民没有安全感。为此，鹭江派出所派出 10 名

社区民警下沉到社区，分别兼任社区副书记、社

区主任助理。很快，故宫裕景、海岸街等 10多个

小区新增了人脸识别系统，变身智慧安防小区。

不仅如此，思明区还秉承“近邻”理念，率先

探索成立楼宇、园区党建联盟，通过“盟主带盟

友、龙头带小微”模式，发挥龙头企业在党建工作

与管理经营方面的辐射效应，带动党建联盟周

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发展。目前，他们已

选派 1200 名党员干部担任“近邻”服务专员，为

企业复工复产、研发攻关、兑现政策提供“CSO

首席服务官”服务。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撬动和支撑国家

治理现代化的战略支点。”廖华生表示，思明区将

继续深化探索、交流和合作，聚焦提高群众的参与

度、积极性、主动性，更加注重精准发力，进一步完

善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公共参与机制，持续激

发“近邻”模式创新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为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