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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人改变一块地
一块地改变更多人

龙江一群热心人士组建微信群，自发
筹款帮助困难群众

群友果断伸出援手
帮扶两名患病市民

“宜居北海”参与式五边地活化计划让伦教常教一块闲置五边地
变身社区活动中心
文/珠江商报记者莫胜娜
走进伦教常教社区张丫
坊，一个小清新的社区活动
中心映入眼帘，一片 240 平
方米的空地作了硬底化处
理，其上的树木都砌上了圆
形的树坛，空地四边设置了
长方体的石凳。树坛和石凳
周边均画上了彩绘，精致的
景观让人无法想象这里曾是
一片荒凉杂乱的五边地。

改变源于“宜居北海”
参与式五边地活化计划。
2019 年，北斗星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策划了该计划，希望
以社区一块“脏乱差”的五
边地为切入点，通过发动居
民对五边地进行微改造，将
其打造成环保基地，再通过
环保基地影响和改变更多居
民的卫生习惯，实现“一群
人改变一块地，一块地改变
更多人”的最终目的。

曾是荒凉杂乱五边地
摇身变成社区活动中心
常教居民邓伟财至今忘
不了张丫坊社公旁边那块五
边地改造前的情况，地块和
水塘荒废，周边居民将家里
的大件垃圾和建筑垃圾堆进
去，加上杂草丛生，“简直
是脏乱差的代表”。
在该片开展社工服务的
北斗星社工在走访过程中发
现了这块五边地。“这里旁
边有张丫坊的生产队队址和
社公，村民也曾尝试集资在
此修建水泥路，渴望改
变。”北斗星社工何敏桦介
绍，考虑到这块地对张丫坊
的意义及村民的期望，她们
决定尝试通过人居环境提
升，让这块闲置地焕发活
力。
说干就干，在职能部门
的指导下，北斗星社工策划
了“宜居北海”参与式五边
地活化计划。在 2019 年社

会建设众创共善计划和 2019
年伦教街道创新社会服务管
理专项资金的支持下，北斗
星社工走访了该片区的居
民，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
并与居民骨干、党员等开会
讨论，敲定改造方案细节，
初步确定对该五边地上的
140 平方米地块进行硬底化
及环境改造。
“这么好的项目，我们
当然会大力支持。”邓伟财
说，持有这种想法的居民越
来越多，终于形成五边地改
造的中坚力量，亲力亲为参
与改造。后来他们觉得改善
的范围还可以更大，便自筹
了 2 万多元资金，将硬底化
的 140 平方米土地拓展至如
今的 240 平方米。
硬底化和基础设施的添
置让五边地有用起来了，那
么如何让它美起来呢？北斗

在对常教张丫坊五边地进行微改造的过程中，亲子家庭通过彩绘为改造后的活动中心
添色加彩。/北斗星社工供图
星社工又策划了一场彩绘活
动，组织居民对硬底化地
面、水泥凳和树坛进行彩
绘，共同美化、装点空间。
如今，经过两轮的微改
造，当初那块杂乱的五边地
已经变成社区活动中心。
“环境好了，不少居民喜欢
到这里乘凉、闲话家常，居
民之间的互动增加，社区的
氛围也变得融洽了。”邓伟
财说。

顺德启创社工通过多元梦想课堂，让
流动儿童接触艺术和社区文化

学生设计互动摊位
开社区文化运动会

调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形成多元共治良好局面
看似完美的结果，过程
却并不容易。对于一块丢荒
多年的地块，大部分居民对
其环境习以为常的情况并不
难理解。
如何提升居民对该地块
改造的关注度？北斗星的做
法是在地块周边搞活动。果
然，当前来参加活动的居民
看到脏乱差的五边地，而且
联想到他们感兴趣的社区活

动经常在周边举办，终于坐
五边地改造完之后，居
不住了，开始投身到改造计 民又和社工共创了张丫社区
划中去。
活动中心使用公约，并就后
与此同时，项目组积极 期的管理和维护达成共识。
发动党员、社区老干部、居 “现在都是居民自发对活动
民骨干参与其中，在他们的 中心进行维护，居民轮流前
带 动 下 ， 共 有 1 个 社 会 组 来打理花草树木，以及劝导
织、100 名本地居民、200 居民不要乱扔垃圾。”何敏
名非户籍居民参与到社区服 桦说。
务和社区治理中去，形成了
由于效果良好，该项目
多元共治的良好局面。
被评为 2019 年社会建设众

社区居民参与常教张丫坊五边地微改造。/北斗星社工供图
创共善计划年度优秀项目，
延长一年资助期，张丫坊五
边地活化的范围得以进一步
拓展。近期，居民已经合力
将活动中心旁边废弃水塘的
水浮莲进行了清理，还在其
内种植了荷花，不久的将
来，这里或将能变成一个荷

花飘香的美丽荷塘。
何敏桦介绍，接下来他
们将对周边至少三块五边地
和张丫坊片区门前屋后的环
境进行提升，结合现在的人
居环境整治和“四小园”建
设，一步步提升张丫坊的环
境。

德胜基金会理事梁浩尧：

活跃基层数十载 和美家园热心建
文图/珠江商报记者黄文静

要结合地方实际，一定要维
护村民利益”，但要坚决执
行好党的方针政策。他有一
套自己的经验，“每次我都
先自己吃透文件精神，只有
吃透了文件精神，把握住了
关键，才能做好方案，再来
做通班子工作。”党员是群
众，也是村民，班子的工作
做通了，发挥好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就事半功倍。
比如当时村居普遍头疼
的征地工作，在新塘村，因为
扎实的工作，规范的流程，公
开、公正、公平的推进，得到
了村民的认可。通过征地，
新塘村提高了村民股份分
红，摘掉了困难村的帽子。

“一定要接地气，一定
要结合地方实际，一定要维
护村民利益。”德胜基金会
理 事 梁 浩 尧 扎 根 基 层 39
年，对基层工作很有自己的
一番心得，现在，这位有着
50 年党龄的老党员，依然活
跃在基层，尽心尽力地助力
慈善基金更好地用于建设和
美社区。

一心扑在基层
村书记一当就是 20 年
梁浩尧加入中国共产党
时，20 岁的他，还在伦教荔
村小学教书。不久后他便进
入了基层工作，从普通的村
干部，到村书记，这一干就
是 39 年，其中村书记就一
连当了 20 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上级
领导有意将梁浩尧上调到机
关，培养为班子成员。但热
衷基层工作的他，却婉拒了
领导的好意，更愿意选择到
伦教最穷最边远的小村落
去。“站在我自己当时的角
度来说，做好一个村书记，
需要协调方方面面的事务，
挑战更大，更能锻炼自己！”
从伦教三洲的大东，到
荔村，再到新塘，其中干得
最长时间的是新塘村，1998

德胜基金会理事梁浩尧获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这位
老党员退休后亲力亲为，为用好基金服务社区群众而奔波。
年 7 月他到新塘村时，那时
新塘村经济落后，工业产值
比农业产值还低，没有企业
愿意到那里发展。待到他离
任时，新塘村的经济发展起
来了，村民的福利增加了，

每年敬老会上长者都能收到
几百元的老年金。
总结自己在基层那些年
所经手的工作基本都能顺利
完成，他认为，在基层工
作，“一定要接地气，一定

珠江商报讯 记者莫胜娜报道：近日，龙
江“福有攸归”群友自发筹款，给患上重病的
嫦姨和标叔送去善款，助其渡过难关。
嫦姨是龙江世埠人，今年 7 月初突然头感
到一阵剧痛，随即昏倒，后被送往佛山市第一
人民医院救治，经医生诊断，其患有脑瘤和脑
出血，需要立即做手术。嫦姨的丈夫只是普通
打工一族，儿子就读小学，一家人得知噩耗
后，如遭雷击。从确诊到现在已经花费了 10 多
万元，如此大一笔治疗费，对于一家三口 10 余
年只能住在不到 20 平方米的出租屋的贫困家庭
来说，根本无力承担。
得知嫦姨的困境后，龙江“福有攸归”群
友果断伸出援手，自发筹集善款。近日，“福
有攸归”几名群友代表组成爱心慰问团，上门
探访了嫦姨的家属，并向嫦姨丈夫送上爱心救
助款 6000 元。
随后，龙江“福有攸归”群友们又走进排
沙探访了标叔的家属。标叔今年 59 岁，几年前
曾患有肝硬化和糖尿病，今年 6 月中旬，标叔
的腿出现严重水肿、腐烂、流水发黑发臭等症
状，后被送往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治疗，10
多天已欠款 8 万多元。这笔巨款，依靠妻子摆
地摊的收入根本无力支撑。
得知标叔的困境后，龙江“福有攸归”群
友又自发在群内为标叔筹集善款，共筹得善款
6000 元，慰问当天，这笔善款已经交到标叔女
儿手上。
据了解，“福有攸归”是由龙江一群热心
人士发起的一个微信群。七八年前，一群热心
人士常约在一起探访福利院儿童和敬老院长
者，为了方便联络、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便
组建了微信群，后来还筹款成立了爱心基金，
多年来帮助了龙江不少困难家庭。

党员，有退职，但是责任是
终身的。身为一名共产党
员，自己有这份责任。通过
继续参加社会事务发挥余
热，去帮助更多人。”闲不
住的他，相继担任了伦教街
道的关工委、教育基金会等
机构主要工作。近年来又作
为德胜基金会理事，推动和
美社区建设。
“做好基层工作，只有
我们站在群众位置，才能了
解群众需要什么。”他坚持
下沉基层，到社区中与群众
打成一片，了解群众的需
求，为社区申报开展“和美
社区计划”的项目建言献
策。对于德胜基金会已资助
开展的项目，他也常常跟
进，帮助项目更好地推进。
退休不忘党员职责
近年来德胜基金会资助
坚持在基层发光发热
伦教街道开展的项目逐渐增
直到退休前一年，梁浩
加，这些成果离不开梁浩尧
尧才回到了街道机关部门。
的一份投入。“实际上很多
在退休后，他又担起了组建
村居都可以申报基金会的项
伦教慈善会的重任。秘书处
目，更好地服务群众，但是
的工作非常繁忙，周一至周
他们可能事务比较繁忙，不
五忙着走访、审批、策划，
太熟悉基金会的申报。”梁
周末时间还要发动企业做善
浩尧通过实地走访，摸准群
事。他在任那段时间，通过
众需求，还为村居提供详细
四处发动，伦教慈善会每年
的方案设计建议。
募捐超 1000 万元，每年开支
“要么不做，要做就要
700 万元用于助学、助困、助
做好！”今年荣获光荣在党
残、大病救助等项目。
50 年纪念章的梁浩尧，在社
回顾那段比退休前还忙
区践行着一个共产党员“不
的日子，梁浩尧说：“一个
忘初心”的誓言。

珠江商报讯 记者莫胜娜报道：近日，顺
德启创青少年社工服务中心社工带领学生共同
筹办的社区文化运动会分别在龙江颖林学校、
容桂新蕾学校开展，学生们亲自布置运动会场
地，对社区文化加深了了解，也锻炼了自身的
能力。
活动分两天进行。第一天，社工首先走进
龙江颖林学校，和学生一起布置运动会场地，
龙江的孩子们根据学校社区的特色文化，如龙
江煎堆、家具等，设计了六个具有社区特色的
游戏摊位，吸引了不少学生前来参与互动。
第二天社工又走进容桂新蕾学校，新蕾学
校的学生也根据学校社区的特色文化，如穗香
大头菜、穗香得龙社等，设计了六个具有容桂
穗香社区文化特色的游戏摊位，让参与运动会
的学生们在游玩中体验了容桂特色文化。
在此之前，顺德启创社工在龙江颖林学校
和容桂新蕾学校组建了共创游乐场策划小组，
通过带领学生了解周边社区的历史与文化，引
导学生以趣味的形式结合成摊位互动，加强流
动儿童对社区环境的了解，社区文化运动会就
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
本次活动属于顺德启创青少年社工服务中
心策划的“多元梦想课堂之新市民子女艺术培
育计划”系列活动之一，该项目获得了众创共
善计划资金扶持，希望通过多元梦想课堂，面
向 6 所顺德区新市民子女学校开展到校服务，
让流动儿童接触艺术，建立正面形象以提升个
人自信心，促进社区共融。

学生参加社区文化运动会。
/启创社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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