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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新翔发市场的改建正

在加快进行中。市场将进行怎样

的改造？5月20日，记者跟随黎

健雄到新市场一探究竟。现场可

见，市场的电线路进行了重新包

装，下水道管道重新铺设，地面及

墙面瓷砖也已铺整，铺位规划已

完成，施工工人正加快完成消防

设施、铺位招牌等工程，工程完成

量已完成80%以上。

新翔发市场负责人姚伟强表

示，新市场目前招商达90%，其中

包括好好多超市、李兴记等街坊

熟知的商铺。此外，市场还有猪

肉档、粮油铺等各式各样的商铺，

规范化规划，满足市民的需求。

新市场如何在西樵中心地带

与传统市场错位经营？姚伟强表

示，新市场改造成一流的现代室

内市场，并设有空调及美团外卖

等软硬件设施，打造如超市般的

精致购物环境。“新翔发市场将实

行‘互联网+生鲜’运营模式，市民

只需网上买菜，即可配送到家！”

“市场计划6月1日完工，随后

商铺进驻。”黎健雄表示，市场预计

6月中旬正式开门迎客，不仅服务

东碧社区辖区范围内约5万的居

民，周边的居民也将辐射覆盖。

黎健雄坚定地说道，将努力

打造“党建引领 品质社区 幸福东

碧”品牌，更好地提升居民的幸福

感，力争将东碧社区建设成环境

整洁优美、生活舒适便利、社会和

谐稳定的美丽村居，不断满足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阿姨，我们帮您在家里安

装晾衣杆，以后不用再担心晾衣

问题了。”“家里不要再堆放废旧

物品了，既不安全又对身体不

好。”……身穿粉红色马甲，头戴

红色帽子的大同社区巾帼志愿

者拿着小本子，穿街过巷，收集

和处理社区各大小事。而这仅

仅是她们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妇

女色彩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大同社区通过强化

“党建+妇建”双建引领下，搭建

芳华议事厅，促进党员和巾帼

志愿等妇女群体“共商共议”，

并以基层妇女牵头组建乡村志

愿服务分队，充分发挥巾帼力

量，共建美村家园，助力乡村振

兴蓬勃发展。

搭建芳华议事厅
让妇女参加基层治理

走进大同社区新社经济社，

村民家门口庭院干净整洁，鸟语

花香，阵阵微风扑来，让人甚是

清爽舒适，一面面色彩斑斓的蚕

房绘墙生动形象，向路人述说

着村中蚕丝文化。大同社区充

分利用芳华议事厅这一平台，

引导妇女群体参与基层治理。

一年前，大同社区巾帼志

愿者发现村内蚕房多年失修，

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巾帼志愿

者积极联合村干部、党员等多

方通过芳华议事厅进行讨论，

共同初步制定了蚕房美化方

案。随后村干部和巾帼志愿者

挨家挨户调研村民对方案的建

议，并根据合理建议完善美化

方案。当村民通过同意美化方

案后，巾帼志愿者苦思冥想，找

来两名党员志愿者，将蚕房悠

久历史和时代女性群体的思想

变化互相融合，将新社蚕丝文

化生动地“演说”出来。

“每次议事时，大家共同围

绕乡村振兴各方面内容，按照

‘提出问题-讨论问题-解决问

题’的流程，将议事主题内容逐

步细化，更好地推进主题项目

落地。”大同社区妇联主任程惠

馨表示，芳华议事厅促进党员和

巾帼志愿等妇女群体“共商共

议”，大大提升了大同社区妇女

“主人翁”意识。

如今，党员和巾帼志愿者等

群体不仅自身个人意识和行为

改变了，还积极带动家庭及邻里

大力支持开展“庭院卫生整治行

动”和“乡社共建微改造行动”等

服务，并通过一系列评选比赛倡

导广大村民积极支持乡村振兴

工作，引导村民从“管好自家庭

院”到“共同美化公共街道”，提

升其对村居公共事项的关注和

参与度，逐渐推动生态宜居美丽

家园的建设。

组建志愿服务分队
合力共建美村家园

松土、补泥、洒水、种植……

今年56岁的彩平姨是新社经济

社志愿服务分队的一名队员，正

与党员、巾帼志愿者分工合作，

围绕本村停车场、文化楼、篮球

场、文化长廊及新湖周边的公

共花基种植花草。“看着这么舒

服怡人的村容村貌，村民开心，

我们做得也有劲头。”彩平姨开

心地笑了起来。

美化自家庭院，做好自家

“门前三包”，参与卫生黑点清

理，排查安全隐患，入户收集民

意……自新社经济社志愿服务

分队组建后，队员们接受一系列

志愿培训，通过任务分工、自主

完成、跟踪质量、服务总结等一

系列流程，不断增强了队员服务

自主能力。每位巾帼志愿者发

挥女性刚柔本色，积极参与到社

区治理中，其中助力美化环境工

作成效更是得到了社区和村民

的一致认同。社区巾帼志愿者

队伍从最初12名增至40名，下

阶段计划四村3个经济社、腾龙

经济社等其他经济社采用“上下

联动”的方式，在党员和巾帼志

愿者的牵头下效仿其做法，组建

自身经济社的乡村志愿服务分

队。

“志愿服务分队的组建，不

仅有效助力了乡村振兴工作的

开展。同时在点滴工作中拉近

了党群关系，增强了村内邻里间

的联动，缓解了居民与社区的矛

盾。”程惠馨表示，大同社区采用

“双建志愿助力”服务模式，培育

巾帼团队和加大营造志愿氛围，

引导基层妇女关注公共问题，有

效撬动社会资源，采用芳华议事

厅的“共商共议”制度，提升妇女

群体“主人翁”的意识，搭建妇女

群体发声平台，引导她们自主组

织策划活动，携手共同解决社区

问题，共建美村家园，有效助力

乡村振兴。

文/图珠江时报见习记者何泳谊

通讯员李惠蓉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陈肖

玲通讯员/李涎光）“真的很感谢

你们，幸亏有你们，不然我的厨房

还是一片狼藉。”5月16日，历经

3小时，家住新田村第七经济社

的独居老人李婆婆损毁的厨房，

在新田村党员及村民志愿者们

修葺好后焕然一新，李婆婆拉住

他们的手不住地道谢。

前段时间，李婆婆在家门前

厨房做饭的时候，不小心点燃堆

积在厨房内的柴草。幸好附近

的村民及时发现，马上将火势扑

灭。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及财

物损失，但厨房内已然一片狼

藉，无法再使用且存在很大的安

全隐患。

新田村网格小组内的党员

得知此事后，马上反映给村党

委，并及时到现场了解情况。现

场，网格小组内党员们细细叮嘱

李婆婆切勿走进厨房内，以免砖

墙倒塌造成人身伤害；同时，在

现场联合村党委商量处理方

案。经讨论，新田村决定为李婆

婆修葺厨房，排除安全隐患，并

改善李婆婆生活环境。

自实施“三级党建网格”“在

职党员报道”等工作以来，新田

村党委积极部署，结合自身实际

情况，抓紧抓实抓细各项工作。

通过落实“三级党建网格”“在职

党员报道”等工作，进一步推进党

建工作精细化，不断提高党员积

极性，促进党群关系和谐发展。

目前，新田村共有3名在职

党员报道，在得知新田村开展为

独居老人修葺厨房的志愿服务

后，他们踊跃报名，积极参与到

志愿服务中。通过发动招募，共

有20多名志愿者主动参与到志

愿服务活动中，共同为改善独居

老人的生活环境出一分力。

5月16日上午，志愿们带着

工具来到李婆婆家中，在现场对

李婆婆家进行评估，并讨论改造

方案。“李婆婆，我们要将围墙拆

除，解除你这里的安全隐患，同

时搭建雨棚确保你日常的生活

用作。”经过讨论后，志愿者们

“拍板”改造方案，并马上进行分

工合作，对厨房进行修葺。

尽管天气炎热，但他们不怕

苦、不怕脏，将李婆婆被火烧过

的、存在安全隐患的围墙进行清

拆，并在原来做饭的地方重新搭

建雨棚。经过3个多小时的努

力，李婆婆的厨房焕然一新，生活

环境改善了，安全隐患也排除了。

“李婆婆，你不要再堆积柴

草，如果生活上有不便和困难，

可以马上联系村党委，我们将会

竭尽所能帮忙解决。”热心志愿

者任国次表示，村内志愿者们一

直秉承着“助人为乐，做力所能

及之事”的理念，希望能够带动

身边人传承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志愿服务精神，真正为有困

难的村民办实事、做好事、献爱

心、送温暖。

“通过‘在职党员报到’的工

作机制，为我们提供更大的志愿

服务平台，发挥自身专业特长优

势，为家乡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在职党员何奋业表示。

接下来，新田村将继续深化

相关工作机制，增添基层党建工作

活力，带动更多的志愿者参与到志

愿服务中，营造更好的志愿服务氛

围，共同构筑和谐生活环境。

20多名志愿者合力
修好独居老人房子
新田村织密党建网络，促进党群关系和谐发展

搭建芳华议事厅 解决社区大小事
大同社区通过“双建志愿助力”服务模式助力乡村振兴

新翔发市场将于6月中旬开门迎客
经东碧社区三年多改造，将实行“互联网+生鲜”运营模式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陈肖玲 通讯员/吴燕群 摄影报

道）初夏的东碧社区，满眼绿色，一派生机勃勃。位于西樵中

心地带，樵岭国际广场旁，一个综合型市场正在加快施工，即

将在6月中旬开门迎客，服务东碧社区及周边居民。

“这个市场便是原来的翔发市场，通过活化升级改造后

即将以新翔发市场的名字开门迎客。”对于社区即将完工的

惠民工程，东碧社区党委书记黎健雄充满憧憬。

位于西樵镇中心区域的东

碧社区，地理位置优越，是西樵

山风景名胜区衔接的重要区

域。但曾位于长堤路侧翔发大

厦一、二楼的翔发市场与周边环

境的配套可谓有着“天渊之别”。

上世纪90年代，翔发市场

作为官山城区周边居民的生活

配套曾车水马龙，兴旺一时。当

时共有40多个业主，60多个商

铺在此经营。但随着西樵经济

的发展，周边配套越来越好，市

场逐渐没落，只有零星的肉菜档

在摆卖，直至被周边居民“遗

忘”，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

成为一个空置的市场。

由于长时间无人管理、无人

承租，市场也沦落为一个脏、乱、

差的卫生黑点。“市场堆放了大

量的杂物，墙体发黑，还挂满蜘

蛛网，更有人将床放置在市场，占

地为家。”黎健雄说，当时，市场堆

满各种各样的垃圾，水管漏水导

致地面积水，浸着垃圾散发出阵

阵恶臭，卫生状况令人堪忧。

此外，无人管理的市场，近

几年来，更是让周边流浪汉“占

地为王”，长期集中在市场里面

聚居生活、煮食、住宿，并时常将

捡拾的垃圾“收藏”在自己的“占

地”，造成重大消防安全隐患，成

为周边居民诟病之处，一度投诉

电话打不断，成为东碧社区管治

的“顽疾”。

曾经兴旺的市场竟成社区“顽疾”

几度管治，几度“复燃”。曾

名噪一时的市场，留下了诸多难

以解决的遗留问题，成为东碧

社区区域城市形象的一个“黑

点”，让社区党委班子头痛不已。

难道市场就这样反反复

复，让它继续成为社区的“狗皮

药膏”，怎样都撕不下来？一直

以来，社区党委班子不断对市

场进行了思考与提出解决思

路。直至2017年底，他们提出

“何不盘活这样的闲置市场，继

续服务周边居民？”这样的想

法，让东碧社区下决心将这块

“顽疾”整治并盘活起来。

“社区以‘利民之事，丝发

必兴’的原则，积极发动业主的

主体作用，发挥业主党员的先

锋带头作用，敢于动真碰硬，不

回避，不掩饰。”黎健雄介绍，组

织社区党委班子讨论，多次约

谈业主，开门听取意见，汇总情

况，确定整改措施。

然而，看着不难的事，却刚

开始就“碰壁”。第一次约谈会

议，仅有零星几个业主到场，几

乎都抱着观望的态度，不是十

分支持。然而主要负责与业主

沟通的东碧社区党委副书记冯

清华并不因此气馁，迎难而上，

拉开了这场长达三年多的持久

战。“荒废二十多年，其实很多

业主不怎么在乎自己的物业有

没有收益，也担忧自己铺位会

被改动，何不从大局观去说服

他们呢？”如何击破这场持久战

的防线，冯清华思考了很久。

东碧社区在环境提升方面

一直没有间断，通过配套一系列

的环境服务升级等，致力展现西

樵文旅资源的“窗口”。因此，在

业主约谈会或电话联系上，冯清

华除了从整治后的利好局面说

服业主，还从环境改造、为辖区

居民服务等方面，不断说服业

主。“一一对谈，不断与每个业主

通电话说服。”一个业主一谈就

一小时已成为冯清华三年间的

常态，但她丝毫没有不耐烦。

终在2019年中旬，业主一

致通过了市场的整治方案。而

这又有社区寻找并成功引进第

三方物业管理公司的助力。历

经三年，东碧社区最终引进了

佛山南海区荣厦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正式盘活翔发市场。

此外，2019年 9月，东碧

社区在驻点团队牵头下，与西

樵镇城管办、公安、市政办、防

火办等相关部门召开联动会

议，并在各自职能共同配合及

努力下，对市场的流浪汉及杂

物做好安排并清除。

社区下决心盘活“黑点”

新市场将实行
“互联网+生鲜”模式

■■海鲜街效果图海鲜街效果图。。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市场内市场内，，施工工人正加快施工施工工人正加快施工。。

■■新社经济社志愿服务分队巾帼队员边走边商讨新社经济社志愿服务分队巾帼队员边走边商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