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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没有围蔽管理，人员随意进出，存在安全隐患；一排排
停车位都设置了地锁与障碍物，导致车辆乱停放；河涌黑臭，路
边垃圾乱堆放，严重影响居民生活……如今的平北社区，这些不
雅现象正在逐渐减少。

近日，记者走访发现，平北社区正在实施智能小区围蔽工
程，提升居民安全感；此外，还从人居环境整治、改造幸福院等民
生方面入手，打造美丽宜居社区，提升居民幸福感。

改造幸福院 温暖长者心
实施智能小区围蔽，整治人居环境，打造幸福宜居社区

设立陈列室 保存“烟火气”
保留历史建筑，增添网红打卡点，在城乡融合中留住乡愁大圩社区

这里曾经有桂城最老最旺的墟市，现在依然保留着镬耳屋、
古榕门楼等历史建筑……这里是桂城大圩社区，一个独具平洲历
史文化气息的地方。

自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以来，大圩从环境、文化等方面入手，开
展“三清三拆三整治”工作，还举办文化节、旧物收集等文化活动，
加深居民之间的联系。此外，大圩设立资料旧物陈列室，在保留
旧墟烟火气的同时，还增添网红楼梯、文创园等多个打卡点，大力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做旧物导赏员
介绍历史文化

“这是今年开放使用的资料旧

物陈列室，里面有字画、算盘等旧

物，很有历史感。”大圩社区小小旧

物导赏员李嘉锐向记者介绍，从

2017年起，社区恒常举办旧物收

集活动，邀请居民捐赠历史旧物，如

木器制作工具、水火灯、算盘等，由

社区保管，在大圩文化节展出。

今年年初，大圩社区还设立资

料旧物陈列室，用于旧物放置及日

常展览，让居民通过旧物了解老一

辈的故事，培育时代新人的文化自

信，加深居民之间的联系。李嘉锐

便是旧物导赏员之一。

李嘉锐从初中起便积极参加社

区活动，至今已三年有余。她说，每

次参加活动，都收获满满。“社区活

动教会了我很多知识，就像防治登

革热宣传活动，我除了动员居民，还

动员家人倒积水、清垃圾，家里都变

干净了不少。”李嘉锐说，一次偶然

的机会，她在社工的引导下成为了

小小导赏员，向居民介绍大圩的历

史文化。去年，李嘉锐曾到桂城粤

曲艺术馆当导赏员，今年，她则成了

大圩旧物导赏员，了解到的历史故

事越来越多，也感到活动越来越有

趣。“本土文化太有趣了，承载着许

多回忆，我很喜欢这样的文化，也希

望能把这里的文化介绍给其他人，

一直传承下去。”

现在的大圩，环境变好了，打卡

点也多了，这让李嘉锐很期待：“来

的人多了，社区就会热闹点，或许还

能重新看见人头济济的圩日呢。”

如何走好城乡融合路，大

圩社区一直在探索与

实践。

在大圩社

区，有一条独

特的楼梯。

这 条 楼 梯

位于平洲

中心幼儿

园旁，即永

东 街 和 向

东 街 交 界

处，长18米，

是不少人童年

时光里从学校回

家的路，居民都称它为

“大圩楼梯”。经过多年使用，加

之日晒雨淋，大圩楼梯逐渐老

旧，不仅为市民出行带来不便，

也影响了社区容貌。

2019年，大圩社区大众社

工以此为契机，开展空间微改造

活动。去年暑假，大圩社区社工

组织社区党员志愿者、亲子家

庭、新市民等，完成了大圩楼梯

彩绘的第一部分——醒狮及童

年游戏，并设计好了粤剧的楼梯

彩绘图。今年7月，社工再次组织

热心市民，为大圩楼梯最后的部分

“上新装”。此外，大家还为部分掉

色的图案修补上色，让它们重现活

力。至此，总长18米的大圩楼梯

成功换上“新装”，有传统农耕用

具，还有传统美食。现在，这条

网红楼梯不仅成为社区打卡点，

更活化了社区历史文化。

除了网红楼梯，大圩社区还

有一个网红打卡点，它是集绿皮

火车、涂鸦天台、英伦街道等于

一身，占地超20000平方米的

影视文创产业园——霏梵印象

公园。

霏梵印象公园是广东省最

大的临江摄影基地，前身是一片

废旧的钢线制品厂，随着桂城三

旧改造、佛山河堤改造等工程的

推进，它摇身一变成为极具现代

风格的文创园区。

文/图 珠江时报记者丁当

通讯员李淑仪 刘莎 杜嘉鸿

大圩，旧称“岳庙墟”，因地

处岳庙侧，故得名。后迁往今平

洲群众街口，故称“大圩”。大圩

社区有江一、江二两个经济社，依

然保留着镬耳屋、古榕门楼等历

史建筑，历史文化气息十分浓厚。

但让人无奈的是，脏乱差的

人居环境也同样是历史遗留问

题之一。

去年的江右大街，随处可见

建筑材料堆放，当中主要是砖块、

沙、石、搭棚栅的竹。据了解，当

时有十多户居民合法报建房屋

改造，但由于内巷空间不足，建房

者只能把建筑材料堆放在路旁，

严重时一度从街头堆到街尾，并

且堆放到了路中心，给过往车辆、

居民带来了不少影响。

大圩社区党委通过直联了

解到群众的意见后，进行了一次

全面清理行动，同时兼顾建房者

施工需求，在路边规划了13个

固定位置用于临时堆放建筑材

料，并且收取建房者一定保证金，

确保他们在建房的过程中对建

筑材料做到规范管理，并在房屋

建成后完成建筑垃圾的清理。

“我们要求建筑材料和垃圾

一定要放在规定位置，不能占用

其他地方作堆放。”大圩社区党委

书记黄铭津说，还将采取定期防

尘措施，减少对附近商铺或居民

的影响。

此外，为了美化社区环境，

去年，大圩社区大力开展“三清三

拆三整治”工作，出动500多人

次，清理乱堆放垃圾、杂物等30
多次。而今年为了巩固环境整

治成效，几乎每个周末，都能看到

多名党员志愿者出动，清洗街巷，

清扫垃圾，摆放好乱停放的电动

车、共享自行车等。同时，大圩社

区还增设路灯、河涌、老树责任

牌，由党员定期巡查，做到及时发

现问题，即时解决问题。

整治社区环境 推进乡村振兴

旧楼梯换新妆 成网红打卡点

■极具文艺风的霏梵印象公园。 珠江时报记者/廖明璨摄

■■近年来近年来，，

大圩社区收大圩社区收

集 了 不 少 旧集 了 不 少 旧

物物，，供市民观赏供市民观赏。。

平北社区
开展整治工作
改善人居环境
2020年是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决胜之年。今年，桂城治水任务主

要在三大方面，其中一方面便是马

基涌等6条重点河涌的综合整治。

马基涌是桂城一条主要内涌，流经

平西社区、平北社区。

平北社区居委会委员林铭均介

绍，马基涌平北段离平洲污水厂较

近，是污水输送主管道旁的河涌，在

用水高峰时部分污水会溢流到马基

涌。此外，由于部分支涌截污不完

善，垃圾入河现象屡禁不止等，导致

马基涌水体发黑发臭，河涌未达到

有效治理，影响周边居民生活。

本次马基涌治理范围起点为大

圩至三洲涌，终点为平洲水道，全长

3.14公里。本次河涌综合治理主要

包括截污工程、清淤工程、生态修复

工程，目前正在围蔽施工。马基涌流

域范围内基本上已完成截污工程。

同时，为了配合映月新城规

划，平北社区与夏东社区成为先

行示范点，接下来，桂城将对平北

工业园南区、西区进行拆除改造。

此外，平北社区还开展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针对辖区的占道经营、

电线乱拉挂、广告乱张贴等情况进

行处理。

平北社区党委书记何勇鑑表

示，接下来，社区还将加大力度整治

环境，开展“三线整理”“卫生黑点回

头看”等行动，努力为居民构筑一个

美丽和谐、幸福宜居的家。

文/珠江时报记者丁当

通讯员 朱淑姬陈柳芬

周一烘焙班，周二舞蹈班，周

三插花班……自疫情的影响减

少，平北社区幸福院的活动也渐

渐丰富起来。

为了给居民提供更丰富、更

有趣的活动，平北社区首先从“活

动基地”——幸福院入手进行改

造。经过一年的改造，今年1月，

平北社区逾500平方米的幸福

院改造完成，目前已正式投用。

记者现场走访，看到幸福院设置

了舞蹈室、社区厨房、乒乓球室、

大型会议室等，为居民提供崭新

的活动场所与丰富的免费课程。

社工练志梅介绍，为了进一

步引导平北社区长者积极参与平

北幸福院活动，提高平北社区幸

福院场室的利用率，促进社区长

者身心健康发展及康乐共融，今

年10月，平北幸福院社工站制定

平北社区幸福院“活跃长者乐满

分”服务计划，开展健康操、手工

兴趣班、融情下午茶、电影欣赏、

康复服务等恒常活动。此外，社

工站还为社区困难户、独居长者

送上入户探访慰问、入户建档、入

户康复等暖心服务。

今年70岁的阮焕嫦是幸福

院的“常客”。“我现在每周一到周

五都会去幸福院参加健身班，每

天和姐妹们跳舞唱歌，可开心了！”

阮焕嫦点赞社工策划的活动丰富

又有趣，她还借此机会认识了一群

健谈的邻居，健康、多姿多彩的退

休生活让她感到十分幸福。

接下来，平北社区幸福院还

将开展重阳节慰问和秋季健康分

享会等活动，提升居民幸福感，让

居民之间更熟络。

改造社区幸福院 居民之间更熟络

平北社区有江左、新胜、西河、

浅巷、六村共5个经济社，它被南

港路、明德立新路、桂平路等道路

隔开，分成几片，虽地形特殊，但一

直以来都没有进行围蔽管理。

“没有智能围蔽前，车辆十分

难管理，外来车蹭车位，乱停乱

放、堵塞消防通道的情况也屡见

不鲜。”平北社区公共服务中心副

主任原满浦说，社区内还有部分居

民私设地锁、放置障碍物来霸占车

位，“要是晚上老人散步看不清，被

这些障碍物绊倒，后果不堪设

想。”为了减少安全隐患，近年来，

社区曾多次开展清除路面障碍

物行动，但由于车辆逐渐增

多，霸占车位情况反复出

现。

今年3月，桂城街

道召开 2020年度乡

村振兴工作会议，要求

各社区、经济社落实平

安智能小区围蔽的各项

工作，推进社会综合治理

现代化建设。原满浦介绍，由

于各经济社较为分散，此前曾多

次组织研究、商讨智能小区围蔽

方案。经过最终审图及招投标，

9月25日，平北社区智能围蔽工

程正式动工。

平北社区将设置 32个闸

口，包括22个单闸、10个双闸。

目前，江左、新胜经济社的智能道

闸已设置好。该社区智能围蔽

工程预计于12月底完工。

原满浦介绍，待工程完工

后，会在经济社内部公共用地划

车位，进行车位规范管理，“我们

会先满足本社区居民的车位租

用需求，再统一出租。另外停车

费也会返还给各经济社，停车位

也将由经济社自主维护。”

实施智能小区围蔽 规范管理停车位

■平北社区各经济社社长对智

能围蔽小区设计图进行审图。

通讯员供图

■平北社区长者学堂之手工兴趣班。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