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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 社区视窗

珠江时报讯（记者/彭

燕燕通讯员/马丽玲）油麦

菜、茼蒿、生菜……阳光园

圃又播下一批新种子。

2020年12月22日，记者

从狮山镇芦塘社区获悉，

该社区于2020年 8月正

式运行的阳光园圃又添

一块种植地，主要种植果

蔬类，这是阳光园圃开展

的第三期土地开垦和种

植养护活动。

2020年12月20日，

在芦塘社区党委与芦塘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支

持与带领下，芦塘社区幸

福院在阳光园圃基地开

展阳光园圃特色服务系

列活动之果蔬区开垦种

植，7名阳光园圃党群志

愿服务队的队员参与，不

仅将原本种植草药的区

域用围栏划分出来，还新

开垦果蔬区用于果蔬植

物种植，进一步拓展阳光

园圃的公益功能。

在商议工作流程与

进行任务分配后，志愿者

们分成两组开展活动。

第一小组划分完草药区

后，收割了草药区的艾

叶、薄荷、蒲公英、鸡骨草

4种草药，并将草药捆成

一小扎，运回芦塘社区幸

福院晾晒。据芦塘社区

幸福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收获的草药在晒干后，会

制作成草药茶包等关爱

物品，送给社区长者。

第二小组则负责对

规划的果蔬区进行开垦，

并种植适合长者食用的

蔬菜。由于之前使用了大

型挖掘机进行开垦，且土

质坚硬，果蔬区的开垦工

作较难进行，但志愿者们

没有埋怨，团结一致将大

块的泥团敲碎，再修整铺

平果蔬区内的土壤。在大

家的努力下，完成果蔬区

开垦，并种植了油麦菜、茼

蒿、生菜等6种果蔬植物。

芦塘社区幸福院社工

介绍，此前阳光园圃的草药

区已收成多次，每次都会在

整理后，及时送到社区孤

寡、独居、困难家庭中，用以

表达社区的关怀。本次阳

光园圃拓宽后，能为社区困

难人群提供更多类型的农

作物，进一步提升群众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

珠江时报讯（记者/彭燕燕

通讯员/叶芷）1月5日，“以花会

友，乐享绿色生活”——招大社

区党群共创“五星”美丽庭院活

动在狮山招大社区平一经济社

举办，招大党群合作进行庭院

景点展示，被吸引过来的村民

在活动现场定下了喜欢的庭院

景点设计样式，加速招大社区

推进庭院共创行动计划。

当天上午9时许，志愿者刚

来到现场就忙开了。清理废旧

栅栏、铲土种花、搬运材料……

不到一个小时，就将原本定下的

两种美丽庭院样式展示出来：一

种是将花卉绿植摆放在手工自

制花架上，一种使用“三清三拆

三清理”中清理出来的废旧木材

改做成木栅栏，然后将花卉绿植

围起来。

附近居民陆续来到展示现

场，近距离观赏庭院景点的样

式，并选择自己喜欢的一款。“我

喜欢这个带栅栏的，有创意。”平

一经济社居民招莲菘一眼就看

上了用木栅栏围起来的那款设

计，并为废物利用的做法点赞。

而居民陈万菘更喜欢使用了手

工自制花架的设计，她表示，花

架的设计更具现代感，十分期待

未来在自家庭院里用上。

该活动由招大社区党委、居

委会主办，罗村“七一”空间·孝

德家承办。活动相关负责人介

绍，希望通过本次活动让村民直

观了解美丽庭院“外貌”，调动村

民参与积极性，为在平一经济社

全面铺开招大社区庭院共创行

动计划奠定基础。接下来，社区

党群志愿者将与村民一起布置

庭院，村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意

愿，在景点展示样式的基础上自

主选择花卉绿植的种类设计庭

院。

在庭院共创行动计划推行

后，2020年8月，招大社区还推

出《五星美丽庭院评比标准》，不

仅将庭院整洁美观、居室厨厕卫

生等外在可见的标准纳入其中，

还将内在的家风、邻里关系等纳

入评比标准。招大社区相关负

责人介绍，村民参与庭院共创行

动计划后，社区党委会派人定期

上门检查庭院的维护情况等，达

到《五星美丽庭院评比标准》的

村民庭院会被挂牌“五星美丽庭

院”。据悉，社区还将为维护得

当的村民提供一定激励，鼓励村

民自发运营美丽庭院，保证房前

屋后的干净美丽。

祠堂换新颜
书舍添风韵

庭院款式能自选 村民直言很期待
狮山招大社区党群合作进行庭院景点展示

祠堂是岭南文化的鲜明符

号，也是一个地方重要的文化

资源。据不完全统计，在狮山

镇罗村社区5个经济社内，祠堂

就有十余座。

祠堂具有立足基层第一

线、联系群众面广、传统文化底

蕴深厚的特征。如何在充分挖

掘这些古祠堂优秀传统文化元

素的同时赋予其新的文化内

涵，讲好振兴乡村文化的故事？

罗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

会主任、经联社社长颜铭坤表

示，务必要与时代发展以及特

色村落保护和开发利用结合起

来，重铸宗祠文化，助力乡村振

兴。当前，各经济社全域推进

乡村振兴，盘活宗祠古建筑、美

化祠堂周边环境等工作亮点频

出。如今，甘氏宗祠和良智公

书舍旧貌换新颜，展现出新颜

古韵的文化底蕴。

重建甘坑宗祠
留住乡愁乡情

近年来，寨一经济社开展美家

计划修复甘氏祠堂，同时抓住乡村

振兴机遇，对祠堂后花园和祠前闲

置地进行升级改造，为村民打造一

个干净整洁、宜居舒适的居住环境。

甘氏祠堂自1933年重建，于

1989年翻新，2015年被台风掀翻

了后堂瓦盖，历经沧桑，容貌有

损。为了恢复祖祠的荣光，甘氏宗

祠于2019年开始了翻修工程。

1月5日，记者走进寨一经济

社，远远望见新修的祠前广场的一

角，雕梁画柱、青砖绿瓦，古韵十

足，为甘坑村平添一分韵味。如今

的甘氏宗祠，不仅修缮一新，更成

为了寨一经济社美丽乡村的一景，

祠前闲置地也焕然一新。

寨一经济社社长甘喜杨表示，

甘坑村前公园建设项目包括了祠前

闲置地，共投入300多万元进行改

造。通过设置特色围墙、花基坐凳、

人文景墙、景观廊架、儿童游乐设

施、成人健身设施等，美化祠堂周边

场地环境，为村民提供一个休闲娱

乐的场所，提高村民生活品质。

甘喜杨介绍，祠堂后花园也是甘

坑乡村振兴工程的一部分，全面建成

后，这里除了延续祠堂尊祖敬宗、商

议族事、摆喜庆宴席的职能，还将举

办文化活动、供村民休闲娱乐。

珠江时报讯（记者/彭

燕燕 通讯员/何月贵 摄影

报道）“这样就能剪出一只

蝴蝶呀，真有趣。”2020年

12月23日，狮山镇芦塘社

区幸福院在幸福院二楼开

展以“让剪纸探索生活”为

主题的老年课程，老人们学

得乐呵呵。这是幸福院开

展的第四节剪纸课程，旨在

丰富长者晚年生活。

因天气寒冷，手脚冻得

僵硬，不方便剪纸，现场，芦

塘社区幸福院社工首先带着

参加课程的14位长者练习

了穴位操进行热身。而后，

社工为长者们播放剪纸教学

视频，普及中华传统剪纸工

艺的背景以及剪纸技巧等，

并向长者进行剪纸示范。

将红纸对折后，用笔绘

出图案，然后将图案剪出来

就能完成一个作品。连续上

了四节剪纸课的长者们已经

熟悉了基本的剪纸技巧，大

家纷纷按照社工教导的步骤

动手操作，剪出许多不同的

图案，如蝴蝶、圣诞树、灯笼

等。“剪出来真好看。”“这样

就能剪出一只蝴蝶了。”……

长者们还乐呵呵地交流剪纸

心得，非常开心。

“剪纸可以锻炼眼睛、

手的协调性，还能陶冶情操，

丰富长者的晚年生活。”芦塘

社区幸福院社工介绍，剪纸

课一共有4节，芦塘社区幸

福院定期开课，教授长者剪

出多种花样的剪纸，加深他

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

除了剪纸课程外，

2020年芦塘社区幸福院还

开展了智能手机学习小组、

“巧手筑艺术”减压支持小

组、美食制作、“阳光学堂·

祖孙情感联结”等系列学习

课程，着力提升社区长者的

晚年生活质量。

幸福剪纸课长者乐开怀
社区幸福院开展多样课程，提升长者晚年生活质量

修缮良智公书舍
保留文学风韵

走进位于罗村社区寨边三

队的良智公书舍，镬耳屋，瓦

脊、前檐、架梁等处均精雕细

琢。石雕、灰塑等工艺，不仅为

书舍增添古韵，更显示出其悠

长的历史和曾经辉煌的过去。

良智公书舍始建于清末，

总面阔4.98米，总进深6.27米，

传统砖石木结构，是典型的四进

门祠堂风格。由于年久失修及

其它原因，2019年4月良智公

书舍墙体出现裂缝和倾斜。

为了更好地保护古建筑原

貌，同年11月寨边三队启动修

复工程，对倾斜墙体进行原貌

修复，拆除书舍的瓦屋面，重盖

碌筒瓦屋面，修复正脊，修纹砖

缝，更换木门头板、木檀条等，

在刚过去的2020年，书舍完成

修复，旧貌换新颜。

“良智公书舍是供村人读

书的场所，1952年前寨边村的

村民子女都在良智公书舍读

书，直到1953年才迁到罗村中

心小学。”寨边三队村民李海洲

回忆道，那时每逢周末都会见

到一些学生在书舍打鼓、操练。

如今，良智公书舍是寨边

三队最受村民欢迎的休闲聚谈

场所。据寨三经济社社长李昌

成介绍，自书舍修缮完成后，增

设了电视、无线网络、棋牌、沙

发等设施。每天都有村民来休

息闲谈、玩棋牌游戏，两三名凑

成一桌，三四名聚集围观，其乐

融融。

为配合周边环境和设施的

升级改造，在经济社社长和乡

贤的大力争取下，书舍旁边的

旧粮仓也于2021年1月开始进

入重建阶段。“保留、盘活文化

资源，为乡村振兴打开新的发

展空间。”李昌成说，不论是良

智公书舍还是旧粮仓，始终体

现了村里对农耕文化、教育发

展之路的继往开来，一砖一瓦

都弥足珍贵。

甘坑祠堂留住乡愁乡情、

良智公书舍保留文学风韵、杨

氏大宗祠祠堂群古色古香、李

氏宗祠记录文史篇章、泮阳李

公祠百年生辉……在罗村社

区，众多的古祠建筑都有着浓

厚的人文气息，传承着孝德精

神。同时，随着祠堂修复，逐渐

与现代化相融，舞狮、粤剧、龙

舟等传统文化民俗得到延续，

成为文化建设和乡村治理的重

要落脚点。

未来，罗村社区继续以乡

村振兴战略为契机，大力弘

扬宗祠文化，不断融入党建、

乡村治理、文明教化、村民活

动等内涵，将祠堂打造成为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让祠堂

成为村民群众传承文化、崇

德向善的精神家园，让传统

祠堂散发新魅力。

阳光园圃再添种植地
在果蔬区种植油麦菜、茼蒿、生菜等6种果蔬

狮山罗村社区盘活甘氏宗

祠、良智公书舍等旧建筑

资源，全域推进乡村振兴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梁凤兴 通讯员余春苑

■长者们按照社工教导的步骤开始剪纸。

■第二组志愿者在新开垦的果蔬区种植。 通讯员供图

狮山芦塘社区

■祠前闲置地完成升级改造，为村民打造一个干净整洁、宜居

舒适的居住环境。

■书舍的立体浮雕显示出其悠长的历史和曾经的辉煌。

■祠堂错落有致，成为寨一经济社美丽乡村的一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