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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闵行全区来看， 则是
多管齐下引导青年骨干 “往
社区走”。首先，在挖掘推动
团青骨干进入业委会的同
时， 把优秀青年业委会委员
通过一定方式吸纳进团属组
织。截至 2018 年底，闵行全
区共有 40 周岁以下业委会
委员 199名，其中 31人为新
当选委员；截至今年 9月底，

新当选业委会委员主任、职
务的 40 岁以下青年 49 人。

其次，挖掘凝聚一批“社区达
人”，2018年成立的“我爱社
区”青年沙龙，规模已由首批
52人发展至逾百人。通过搭
建平台， 促进社区治理经验
和分享， 比如闵行康城社区
业委会委员王斐斐从志愿服
务项目积极打造熟人社区，

还利用业余时间上线了一款
小软件， 辅助物业维修费用
对比审核， 有效地避免了尚
在保修期内的额外维修费用
的产生。 居民们都说康城原
来是“乱成一团”，现在是“聚
在一起”。七宝镇阳光神州苑
小区的许鉴斌不仅自己加入
业委会， 还建立起了一支全
部由志同道合的年轻人组成
的业委会队伍，会摄影、懂设
计、能大数据分析、专业学医
懂病理的 5 个人彼此认同，

从小区停车难和监控系统改
造入手改变小区、 改善小区居住品质。

如今，青年睦邻楼组、深受小区年轻人
喜爱的跳蚤市场等品牌日益联结起了
更多的青年。“品雅苑”青春社区涌现了
一批以乐佩青少年服务中心负责人史
雯清为代表的，有梦想、爱公益的社区
“青年达人”，打造可参与、可延续、有收
获的系列项目，为青年阵地赋能。浦锦
颐城青春社区的陈佳嘉从全职二胎妈
妈变为颐城.青春社区负责人、锦时青闵
君负责人、 浦江颐城尚苑业委会委员，

凝聚一批热心又身怀“绝技”的热心青
年，在社区形成了“有事好好说，建设齐
出力”的良好氛围。正如王斐斐老师所
说，“社区里的青年就像一个个电子，正
在逐渐汇聚成电流。” 同时， 引领一批
“优秀青年”， 动员引导全区团员青年、

志愿团队、社会组织、区域化团建单位
等多元力量投身社区，成为推动自治共
治的有生力量。另外，组建区青年“智业
团”，首批 175名来自工程建筑、法律服
务、 财务审计等专业领域优秀青年，可
以提供专业公益服务。第三，培养一批
“后备梯队”，建立 175名社区治理后备
人才队伍。组织有情怀、乐参与的社区
青年成为业委会秘书长、业委会监督员
等职务，参与业委会日常工作，为业委
会换届做好人才储备工作。

闵行：

引领青年“往社区走” 在参与基层治理中成长成才

在马桥镇品雅苑，原本青年人在闲暇时间并
不愿参与社区活动，但现在，这里孵化出了一群
青年骨干，带领青年们从社区治理的“旁观者”
转变为“参与者”、“组织者”；在浦锦街道颐城
社区，“青春社区”的活动排片表总是排得满满
当当，来参加活动的年轻人还慢慢带入自己的资
源，使社区里的活动如滚雪球般越滚越丰富⋯⋯

加强党建引领下的基层自治和社区共治，建

设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体系，是趋
势、是要求，也是广大青年的向往。2018 年，闵行共
青团积极响应团市委“坚定不移往社区走”的工作
要求，在团市委和区委的坚强领导下，把坚定不移
地引领青年“往社区走”作为新时代共青团的使命
担当，也作为群团改革和青年工作的重点。

团结带领青年“往社区走”，实现了“多赢”
效果。一方面，青年投身基层社会治理与社会服

务，让社区更有获得感；另一方面，促进青年在融
入社区、服务社区中成长成才，也让青年更有获得
感，引领更多青年成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和社区
自治共治的拥护者与践行者、社区民生服务的生
力军与突击队、社会活力和正能量的倡导者与传
播者；同时，在新时代依托社区加强对青少年的引
领、服务与凝聚，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党执政的青
年群众基础。

从大调研排摸需求开始
在推动青年“往社区走”之前，闵行区首

先开展了 “青年参与社会治理” 等三项调
研，希望通过大调研找准需求，以问题导向
梳理工作路径。

该区对 68个小区的 700余名青年抽样
调研发现， 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强烈，

但与此同时，青年对业委会等自治组织的知
晓度、参与度不高。同时，开展“团青骨干进
入小区业委会参与社会治理” 问题调研。在
业委会任职的 35周岁以下团干部及优秀青
年骨干（简称团青骨干）中抽取 70名专题调
研发现， 团青骨干在业委会任职比例不高
（6.57%）， 业主对青年在业委会任职的认同
度不高，在业委会任职的团青骨干的资源整
合能力比较有限。

不仅如此，团区委还开展“青春社区”需
求调研， 对全区首批 24个青春社区、923名
35周岁以下的社区青年开展需求调研，数据
发现，社交活动、亲子活动及减压活动受欢
迎程度位列前三。

摸准实情和真实需求之后，优化制度设
计显得至关重要。首先，是积极争取政策支
持。在市、区领导的关心下，闵行共青团与区
委组织部、区社建办、区民政局、区房管局等
部门联合制定《闵行区关于推动团青骨干进

入业委会参与社区治理的指导意见 （试
行）》，和区地区办、区房管局联合制定《关于
进一步深化闵行共青团 “往社区走”工作的
实施意见》，强化组织保障。其次，整合资源
下沉社区。闵行不断扩大团区委、团属组织、

区青联、区域化团建单位、青年社团、公益团
队的资源输出，加强社区团建资源库、下沉
社区项目菜单等制度化建设，同时鼓励社区
激活内生资源，让居民更有获得感。

据了解，工作开展以来，各方面不断统一

思想、凝聚共识。到目前为止，该区已总结“往
社区走”工作的好做法好经验，建立社区治理
优秀案例库，开设青春社区微信公众号专栏
系列报道，汇编《闵行青年参与社会治理微
案例》等案例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作用。

如何引领青年“往社区走”
“我是一家信息公司的副总， 现在也是

所在小区的业委会委员。真没想到，自己有
一天会作为一个青年业委会委员参加各种
会议，真心感谢共青团‘团青骨干参与业委
会建设’项目，让我们业委会中的年轻人找
到了组织。” 这是七宝镇阳光神州苑青年业
主汤旭辉的心里话。

据介绍，随着闵行全区的快速城市化进
程，七宝镇的社区规模不断扩大，从 1994年
的 5个居委会， 已发展到目前的 56个居委
会，下辖 145个各类小区，服务来自全国各
地乃至境外的社区常住人口 23万人。 良好
的教育资源、优质的营商环境，吸引了一大
批具有一定购买能力的新居住人群，构成了
七宝广泛意义上的青年群体，成为全镇社区
建设的主体对象之一。 他们具有高学历、高
素质、高收入等“三高”特征，对生活环境、居
住品质、文化品位具有一定要求，一般具有
溢出社区、相对独立的社交圈子，与所居住
社区有距离感，社区事务参与率较低，但对
诸如物业等涉及自身利益的权利意识较强。

面对新青年群体带来的新变化和新情

况， 七宝镇团委在闵行团区委的指导下，在
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有效整合社区多元
治理主体力量，积极回应新青年群体的服务
需求， 稳步推进新青年群体的社区参与。在
既有探索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七宝镇研究制
定《七宝镇关于开展共青团“往社区走”工作
实施方案暨青年参与社区治理三年行动计
划》主文件，并配套“青春社区”创建、居村青
年议事会、红色物业青年联盟、团队员进社
区等实施方案，初步形成以“1+X”系列文件
体系为代表的党建引领新青年社区参与制
度化建设成果。

针对青年服务资源向社区有效延伸不
足的问题，七宝镇以青年的社区关注点为中
心，扎实推进政府服务管理资源下沉，建立
健全新青年社区参与的综合服务体系。首
先，重点推进团青骨干进入业委会，制定团
青骨干直接进入业委会、 间接进入业委会、

青年智业团三张工作清单。目前，全镇共有
12名 40周岁以下青年担任业委会委员，其
中 4名担任主任、副主任，37名团员青年作
为后备力量以志愿者身份参与业委会工作，

9名律师、财务、房管部门工作人员等组成为
业委会提供咨询的青年智业团。同时，加强物
业领域的青年工作，探索建立物业青年联盟，

设立为老服务、劳模结对、义务水电检修、环
境卫生维护等 7个物业青年参与社区治理联
建项目。另外，该镇还积极培育青年社区公益
团队。

打造一批阵地和项目 让青年发挥聪明才智

打造一批青春阵地，拓展载体让青年“乐
参与”。 闵行在全区遴选出首批 24个在青年
参与社区治理项目方面具有特色的 “青春社
区”试点社区，在阵地拓展、团队培育、资源输
送等方面重点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

据介绍，“青春社区” 是闵行团区委打造
的“青年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阵地，也是共
青团“往社区走”工作的品牌项目。项目以广
大青年为主体，通过整合各委办局团组织、社
会组织、青年中心等资源优势，为青年搭建服
务与沟通平台，促使社区由“陌生”变成“熟
悉”，打通服务青年的最后一公里。

前不久，位于虹桥镇的名都城青春社区，

完成改造并对外开放， 总建筑面积 360平方
米。这是闵行青春社区里的“旗舰版”，也是全
区规模最大、 功能最齐全的青春社区。 据了
解， 名都城是一个相对年轻化的社区，40周
岁以下的居民达到了半数以上。2018 年，居
委会因地制宜，开始着手打造一个青春社区，

鼓励青年积极参与社会治理， 同时为青年组
织开展、参与活动提供新阵地。

“不为所有，但为所用”，布置、更新社区
存量空间，布置成为社区中年轻人交流、活动
的联结枢纽，吸引“宅男宅女”转变为“社区当
家人”。“青春社区———团青骨干进业委会”工
作试点以来，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关注社区、

服务社区，并从中获得锻炼成长。

玩聚成长在一起———如今， 闵行青春社
区已遍地开花。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闵行团区
委全面梳理社区治理实际需求， 在全区遴选
青春社区，展开微更新改造。截至目前，除了
虹桥镇名都城青春社区， 闵行还打造完成了
马桥镇景城品雅苑、浦锦街道颐城、江川路街
道凤凰景苑、七宝镇阳光神州苑等 25个青春
社区示范点，它们都以青年骨干为力量，开展

活动服务社区居民。

闵行区还开展一批青春项目， 聚焦需求
让青年“议决行”。比如，聚焦垃圾分类，团区
委下发《关于开展闵行区共青团员、少先队员
到社区报到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

通过认领公益项目、 定期报告等形式扩大成
效。同时，聚焦社区微更新，在团市委“创意进
社区”等项目牵线下，让青年设计师针对社区
硬环境、软服务与居民需求之间的矛盾，发挥
青年在社区环境营造方面的作用。 聚焦青年
和社区需求，确定了团青进驻、互动互助、智
业助力、梯队储备、议事平台、共建共享、岗位
培训、优才引领等 8个项目。

“坚持党建引领，是青年有序参与的根本

保证。”闵行区有关负责人表示，结合城市基
层党建工作新布局新要求， 该区将依托党建
带团建，深化拓展区域化团建，加强社区内外
各种资源的融合，联系、凝聚更多青年服务党
政中心工作，做好党组织的助手。同时，坚持
青年主体地位， 为青年搭建在社区中发挥作
用、发出声音、锻炼成长的平台和渠道。在这
个过程中，注重基层建设是青年“能参与”的
重要途径。必须坚持“一切围着基层想、一切
围着基层干、一切围着基层转”的理念，用基
层社会治理这根“针孔”，把各行各业的青年
“串联”在社区治理中，进一步引导广大青年
主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更好为青年搭建有
序政治参与和积极社会参与的实践平台。

青年“专业”业主
帮助老旧社区“逆生长”

阳光神州苑小区是 2004 年建成的商品房小区，总户
数 1042户。 在小区入住 10年后， 监控摄像头完全 “瘫
痪”，停车难问题不断凸显，毁绿停车的情况天天上演。

大家把矛盾直指物业无能， 但物业表示 “巧妇难为无米
之炊”。原先的小区业委会委员，都是退休后发挥余热的
老年人， 他们的观念相对保守———看住小区的 “钱袋
子”，对于监控瘫痪和毁绿停车问题缺少专业办法。面对
越来越激烈的矛盾，上届业委会集体请辞。

虽然小区并不年轻，但因为学区优势，小区 25 至 45

岁的业主占比近 50%，且都是自住型业主。面对“困境”，

在职年轻党员业主许鉴斌，也就是现在业委会的主任，主
动站了出来，通过微信群和线下活动等方式，把小区里的
懂工程、懂设计的“专业”业主找出来。业委会副主任王
元及，会拍摄，懂设计；委员王志栋，情商高、口才好，善
于和业主沟通协调；委员仇成豪对心理学颇有研究，大部
分小区居民都是他的好朋友； 委员汤旭辉是一名 IT 男，

多年从事大数据分析，对信息化设备的配置安装、运行管
理比较在行。就这样，五个平均年龄不到 40 岁的年轻人
“团”在了一起，经选举成为了阳光神州苑小区新一届业
委会成员。

业委会来了年轻人，为小区改善“动真格”。上任后，

这群年轻人怀着一腔热血投入到对小区事务的了解及改
善中去。最先着手改进的是监控系统。在公开招投标和监
控配置安装的过程中，汤旭辉正好发挥了 IT 男的专业优
势来把关。最终，他们共花费 59 万元，实现整个小区 153

个摄像头监控无死角。项目完成后，小区治安明显好转，

盗窃案件几乎绝迹。

很快，他们又提出了调整停车制度。在华林二居委
及居民区党总支的帮助下，业委会在较短的时间内汇集
了大家对停车制度改革的各方意见和想法，提出了“车
停有序、人行有道”的口号，增设了人行步道，解决了高
峰时段人车混行的安全隐患， 将小区停车位由原来的
650 个增加到 850 个， 同时将对小区绿化景观的影响降
到最低。

在居民区党团组织的支持下， 业委会联系到了更多
的热心青年业主， 成立了以业委会成员、 青年团队带头
人、 团员、 少先队员为代表的青工委共商共事、 共建共
治，并组建青年辣妈群、美食吃货群、健身达人群、花卉
种植群等兴趣社群， 将线上熟悉的青年业主拉到线下的
各项活动中，使年轻业主的“当家”意识逐渐提升。近两
年，小区 45岁以下楼组长由 7.1%增加到 21.4%。

青年居委会主任
打造青年人的“玩聚成长”阵地

马桥镇景城品雅苑青春社区建在一整幢独立的楼里。

经过 80后居委会主任张挺的大胆设想、四处调研，把品雅
苑打造成了“青年人的团聚地”。

去年 3月，居委会统计发现，社区青年人群的比例占到
70%，学历水平也普遍较高。当时，他们就酝酿了大胆想法，

现有的社区活动中心需要“新转变”，必须将其打造成“青
年人的团聚地”。

经过一个月左右的奔波， 在参观学习了十多家社区中
心之后，最终，他们决定将品雅苑社区活动中心因地制宜
升级改造，定位“青春社区”，打造属于青年人的“玩聚成
长”阵地。经过近半年的打造，去年 11月，品雅苑活动中心
华丽变身，“青年中心”落户社区。

在新落地的青年中心里， 为了引导居民开展健康的文
化生活，传播社区正能量，与常规活动中心不同，开放了成
人、儿童阅读室、多功能活动室、雅食坊、乒乓室、四艺阁等
更有文化底蕴的活动教室。 雅食坊里民间的美食达人英
姐，手把手的教居民作各色美味佳肴；社区的烘焙达人，利
用工作之余为社区居民开设烘焙小课堂；乒乓室内大家切
磋球艺，你来我往，既锻炼了身体也结交了朋友……这些公
益课堂不仅丰富了社区的文化生活，更是拉近了居民与居
民、居民与社区之间的距离。

品雅苑青春社区不光集聚了年轻人， 也让社区里的大
爷大妈爱上了它，每次活动报名都被秒杀。与常规活动中
心不同，这里不光有空间阵地和硬件，还有足够关注度和
有吸引力的活动；这里不止吸引青年人，还能再现中老年
人群的青春活力。

浦锦街道颐城邀请社区青年讲解二十四节气主题课 江川路街道凤凰景苑开展青少年民俗文化体验活动

七宝镇阳光神州苑开展“学校社区手拉手 垃
圾分类共同走”垃圾分类主题团课

虹桥镇名都城青春社区给青年提供社会治理大舞台

马桥镇品雅苑青春社区示范点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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