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乳山滨海新区:

““新新移移民民””和和银银滩滩一一起起成成长长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
野上……”每天，在乳山滨海新
区益天社区活动室都会飘出阵
阵歌声。来自天南地北的业主
们组成的合唱团已经壮大成一
个大团队，快乐的音符每天都
萦绕社区。处处可闻动听的音
乐、歌声，时时可见舞动的身
姿。来自全国各地在此定居的
居民不少人“身怀绝技”，唱的、
跳的、吹的、写的、画的，什么样
的人才都有，即便是业余爱好
者，也颇具专业水准。

老家北京的温雅静是益天
社区舞蹈队的老队员。她在乳
山住了三年，刚开始只是在夏
天的时候过来度度假。温雅静
说，前几年人少，生活相对来说
也不太方便，住的时间短。可最
近，她在乳山一住就是大半年，
只有过年的时候才恋恋不舍地
回北京。“不舍得走了，为啥？一
是这儿的环境太好了，生活真
惬意，二是在这每天都很充实，

真享受和一帮老朋友一起玩的
日子。”每天唱歌跳舞，这让退
休了的她感觉一下子年轻了。
在社区里，她交了很多朋友，和
邻居们打成一片，精神和身体
都越来越好。“又唱又跳，怎能
不好？老伴都说，我现在心态非
常好。从社区里吸收了正能量，
然后带动的整个家庭氛围都
好。”温雅静给记者介绍她在乳
山的快乐时光：周一、二、三跳
广场舞，周二、四、六扭秧歌，晚
上到社区活动中心跳交谊舞。
这让她找到了在北京老家一样
的归属感。“以前来乳山住老是
想念北京的文化生活，现在这
边一点不比北京差，我们一回
北京就想乳山。”

和温雅静一样来自北京的
段宝琪也益天社区的文艺一
员。“以前没有在这常住，今年
在这常住，发现小区活动室经
常传出歌声，很热闹。”段宝琪
说，社区的变化让她惊讶，“整

个气氛都不一样了，感觉越来
越热闹，大家相处地也很和
谐。”她慕名参加了社区的合唱
团和和广场舞队伍，在这找到
了自己的圈子。

目前，益天社区合唱团正
在筹备参加威海市合唱比赛，
社 区 的 艺 术 指 导 中 心 则 对
2015年居住旺季的到来筹划
开展各类文艺活动。益天社区
居委会主任宋修刚介绍，居委
会发挥好社区综合活动中心的
作用，为社区居民开展各类活
动提供便利，坚持居民参与、居
民管理。“每支文化队伍都在社
区有专门的活动室。文化队伍
的组织、指导，我们则交给居
民，让他们来做社区的主角，真
正融入社区。让居民会真切地
感受，银滩不仅有美丽的大海、
沙滩，舒适的环境，还有便利的
生活和热闹的家，居民对社区
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显著增强。”

外地人在银滩找到归属

6月20日上午，在银滩东海
土特产超市，超市员工与银滩业
主顾客们一起动手包粽子，迎接
端午节。在活动现场，包粽子的
选手多是年过六旬的“大姨大
妈”，可技术却是“杠杠的”。折粽
叶、装糯米、放馅料、裹紧扎绳，
动作一气呵成，不一会儿功夫，
粽子就摆了满满一桌。来自天津
的林阿姨高兴地说：“社区里组
织这样的活动最拉近左邻右舍
的距离了，咱包的不是粽子，是
快乐！”业主刘女士则感叹，现在
银滩配套设施越来越好，人越来
越多，社区也越来越热闹，这种
左邻右舍的感情交流让他们感
觉很温馨。

在乳山滨海新区，社会事
务办公室向各个社区下发《关
于在社区建立QQ群、微信群
工作的实施方案》。各社区充分
利用社区网格平台，在推出社
区热线的基础上，相继建立起
社区网格化QQ群、社区微信
平台。为了方便居民更加直观
的了解QQ群和微信群的相关
信息，居委会制定关于QQ群
和微信群的温馨提示，并下发
到各个物业，让他们张贴在物
业办公室内，方便业主加入。加
上原有的三大网络平台，社区
电子信息化平台初具规模，居
民反映诉求的渠道进一步拓
宽，邻里之间的交流沟通也更

为顺畅。
目前，乳山滨海新区建立

了社区、社团、社工联动的志愿
者服务模式，进一步完善新区

“能人”档案，引导“能人”进社
区、建社团、引社工，以社区为
平台，以社工为核心、以社团为
抓手，不断充实壮大各类志愿
者队伍，并引导志愿者服务队
伍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及社会管
理中。

在益天社区，依托益天社
区艺术指导中心和益天社区综
合活动中心为平台，社区组建
了1支40多人的合唱团，1个20
多人的舞蹈队，以及瑜伽队、器
乐演奏队、健身操队、瑜伽队、
乐器演奏队等；还对社区艺术
指导中心负责人进行挂牌上
岗，统一对五个受聘有专业素
质的居民志愿者，制作工作牌，
挂牌上岗，并有专业艺术指导
老师给予艺术指导，开展以消
夏文艺演出、健身广场舞等多
种形式的文艺活动，常态化丰
富来此居住居民的业余生活。

近日，益天社区在社区活
动中心举办了免费广场舞培训
班，特邀市文化馆专业的广场
舞培训老师来到社区，为居住
在辖区内的广场舞爱好者进行
免费的培训，结合社区实际，授
课采取集体辅导和个别指导相
结合的方式，注重因材施教。学

员们的学习热情都很高涨，在
优美的音乐下翩翩起舞。

这样的文化、娱乐队伍，把
社区居民凝聚了起来，拉近了
邻里的距离。段宝琪正是亲身
感受到这种亲如一家氛围。一
次，她在合唱团唱歌，合唱团中
一位老人突然生病。当时大家
立即把老人送往医院，并轮流
照顾。“真的是和亲人一样。”

宋修刚介绍，针对社区老
年人较多的情况，益天社区还
重点培育居家养老服务模式，
通过建立社区志愿者服务队，
开展居家养老、养老咨询服务。
在2014年先后，滨海新区管委
投入近 60万元对益天社区进
行了上档升级，建立了一个乒
乓球室、台球室、健身房、综合
活动室、社会治安综合办公室
为一体的社区活动中心和一初
设施完善的社区行政服务中
心。社区居民可以在服务中心
享受到便捷的一站式服务。

遵循社区改造以居民为本
的原则，滨海新区从完善居民
办事场所和活动场所入手，通
过改建、扩建等方式，完善便民
服务中心和活动中心建设。在
便民服务上，滨海新区本着“一
站式”服务理念，不断拓展社区
服务范围，让居民不出社区就
能办理医保、户籍、计生、有线
电视等业务。

居民享受银滩便利新生活

走进滨海新区的银龙湾小区，
一座高档全方位服务业主的“会
所”映入眼前。在这个3000余平米
的“会所”内，健身房、图书阅览室、
棋牌室、干洗店、餐厅、票务中心、
儿童乐园一应俱全，小区居民足不
出户就能享受到 10余项服务。楼
下的连锁药店、体检中心、银行网
点等入驻洽谈也在紧锣密鼓进行
中。

在小区里居住了三年的苏喜
玲亲眼见证着这个小区的蜕变。

“刚开始邻居少，我们都认识，现在
人越来越多了，左邻右舍都认不全
了。”苏喜玲说，更让她欣喜的是社
区配套的变化。现在，她在小区里
就能和邻居们打排球，出门就能坐
公交逛街，生活便利许多。“以前的
确不够完善，但近几年，乳山投入
大量人力物力，银滩基础设施建设
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水、电、路、暖、
医、教、公交等都在不断完善。虽比
不了一二线大城市，但就同级县市
区相比，银滩的配套绝对算不上落
后。”

从当初的零星住户到现在的
新移民潮，银滩常住人口正以每年
10%的速度增长。由于乳山银滩早
期的定位是旅游度假区，度假的基
础设施配套与城区特别是城市生
活区的标准有很大的差别。随着乳
山银滩超前转变观念，主动将定位
转变为新城区，基础设施配套按照
城区的标准逐步提升。

“前一阵，我们反映周边缺少
一个蛋糕鲜花店，不几天，小区引
进了一家西点蛋糕店入驻。”一位
业主说，现在小区配套越来越完
善，完全没有生活不便的顾虑，她
和几位朋友都打算在银滩定居养
老了。

苏喜玲说，让她更直接的感受
是，她身边越来越多的亲朋好友在

银滩落户。刚开始在银滩买房，她
们单纯是对这里大海、空气、气候
的向往。“这里的空气和气候真的
是太好了。我丈夫身体不好，每年
从福州到威海，身体就会逐渐恢
复，慢慢不用吃药，可每次从威海
回福州就要跑医院。”

在这的邻居里，有类似的经历
不在少数。“一位老家是甘肃的朋
友，每次从甘肃来威海，总是带着
一大把一大把的药，可在威海住一
段时间，身体就很快调整过来，身
上的一股子药味消失了。”苏喜玲
说，因为这样的亲身经历，她非常
喜欢在乳山定居。可开始因为生活
配套的不方便，总是要在福州和威
海来回往返。

如今，社区内休闲养生设施也
越来越丰富起来，苏喜玲一家在乳
山住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而她更做
起了乳山的“代言人”，经常对福州
和西安老家的亲朋好友介绍乳山。

“刚开始，大家担心传言中的‘空
城’，可听了我的经历，或者到这边
小区来转转，很多人一下子就喜欢
上了，身边越来越多的亲朋好友被
这里吸引，决定在这定居。”

随着银滩常住人口的逐年增
加，加之银滩由度假区向新城区定
位的转换，原来的社区服务中心从
面积上、功能上都难以满足现在的
居民需求。“越来越多的房地产开
发商开始关注房子的养生、养老功
能，已经建成的小区，不断增设养
生养老功能设施，未动工建设的小
区，不断修改规划图纸。”滨海新区
一位房产负责人说，滨海新区海景
房已经逐渐脱离了单一的“海景功
能”，在结合对客户调查分析的基
础上，不断为自己开发的房产项目
增加养生养老“配置”，建设富含养
生功能的服务中心，为业主提供养
生养老服务。

业主当银滩“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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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在乳山银滩益天社区服务中心办理业务。（资料片）

乳山银滩居民在升级后的益天社区综合活
动中心里排练文艺演出节目。（资料片）

清晨，迎着朝阳到海边散步，在鸟
语花香里跟着邻居打一套太极；午后，
和社区里的老朋友唱唱歌、画画、下下
棋，或者相约一起去逛街、打球、赶海；
晚上，小区广场跳起广场舞，或走到大

拇指广场随着音乐“嗨一场”……在乳山滨
海新区，这就是大多数居民们每天的生活。
来自天南地北的“候鸟族”被大海吸引到这
里，然后被丰富的社区生活和越来越便利的
居住环境留住。不断完善的社区配套，越来
越贴心的社区服务，让“候鸟”变成了常住
户。

欢欢乐乐社社区区

贴贴心心服服务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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