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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2 多彩村居

宽阔崭新的小公园、平坦开

阔的村路、漂亮整洁的公厕……

2017年底，崇北社区以下坊经济

社为乡村振兴建设示范点，这里

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环境

变美了，村民笑容增多了，邻里关

系更和谐了，连“外迁”的居民也

忍不住搬回来了。

尝到“头啖汤”的下坊经济

社，在党建引领下，继续发起攻

势，全面启动第二期美村计划。

看到下坊经济社的“蜕变”，上南

经济社、上北经济社、国北经济

社、国南经济社也纷纷启动美村

计划，修建小公园、改造公厕、提

升绿化道路等，为村民营造美丽

舒适的人居环境。

路通财通民心通。2019年

底，位于国北经济社、国南经济社

的石桥头建成通车，看着8米双向

车道的大桥，村民们笑开了花，“小

车出入自由，运输更加方便了。”

今年6月，崇北社区又一条

民生路——环村路开通。该道路

与丹灶镇建设村、东升村交界，连

接了崇北社区三个经济社，分别

是上北经济社、上南经济社以及

下坊经济社，是新涌南边连片农

业耕作区主要道路。改造前，道

路狭窄且坑洼多，每逢下雨天，更

让农户寸步难行。今年3月，崇北

社区村委会与三个经济社一拍即

合，下定决心将其改造为宽6米，

双向两车道的硬底化机耕路，总

长度约2公里。

如何说服农户自愿拆除塘

头棚是环村路改造的关键要

点。“这是一件民生实事，更多地

耐心解释，村民总会明白。”上北

经济社社长冯可德、下坊经济社

社长区文开、上南经济社社长何

景添坚持不懈，隔三差五便前往

农户家进行劝说。

改造后，笔直宽阔的环村路

既方便了三个经济社村民的出

入，也惠及沿路的 100多户农

户。“路通财运亨通，也吸引了周

边镇街农户前来耕种养殖。”上南

经济社社长何景添说，由于村中

耕种户逐渐老年化，计划将经济

社内一半田地和鱼塘租赁给外来

人员，为村民增收。

珠江时报讯（记者/何泳谊

通讯员/李淑霞）“婆婆，小心慢

行，我帮你填写资料！”“伯伯，这

边是检查内科的。”……近日，西

樵镇樵泰社区“红桥工作室”成

立，邀请社区长者前来见证。现

场还开展免费体检服务，赢得长

者们的点赞。

“65岁及以上长者免费集中

体检活动已开展多年，但行动不

便的长者较多，社区人力也有

限，每次开展活动需大量党群志

愿者前来支援。”樵泰社区工作

人员说，今年多了“红桥工作室”

在职党员志愿者的鼎力支持，服

务长者更贴心周到，社区压力也

减轻了不少。

在樵泰社区发出招募党群

志愿者的倡议书前，佛山市南海

景隆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洁能党

支部主动请缨，希望助力社区长

者免费体检服务。活动当天，他

们一大早就来到樵泰社区幸福

院，提前做好工作认领，听取注

意事项，积极投入到各自岗位。

安排长者就座、搀扶行动不

便的长者、耐心向长者解说体检

项目、引导长者前往各体检项目

处、清理打扫现场……大家忙个

不停，贴心的服务得到长者们的

点赞。现场还有其他居民党群

志愿者积极参与其中，穿梭的红

色身影成为了一道道靓丽的风

景线。

今年以来，在职党员志愿惠

民活动已开展了十多场次。在

佛山市南海景隆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工作多年的韩流礼是洁能

党支部的宣传委员兼任纪检委

员，平时一有空，他都积极参与

社区志愿服务。对于“红桥工作

室”的成立，他看在眼里，喜在心

里。

“‘红桥工作室’的建成使

用，便于每次志愿服务前后的工

作安排与总结。”韩流礼说，红桥

工作室是在职党员联络群众的

最佳地点，也是党员与群众沟通

交流的最好平台。正如此次志

愿活动，是党员亮身份、亮职责、

亮承诺的具体表现，同时也助力

守护长者健康。

接下来，“红桥工作室”将继

续秉承“建立党群沟通交流桥

梁”的服务理念，以凝聚党员力

量、筑牢党建阵地、建立服务机

制、推进基层治理为目标，展现

党员身份，传递党和政府的声

音，搭建党员服务群众的平台，

让居民的心声有人听、有人解，

共同的家园有人爱、有人护，描

绘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图景。

珠江时报讯（记者/何泳谊

通讯员/梁伟杰 摄影报道）普及

健康知识、成立控烟志愿队、无

烟示范车厢揭牌、开展卫生清洁

行动……9月9日，“文明健康整

洁家园”——佛山市爱国卫生运

动统一行动日（南海区西樵镇分

会场）暨西樵镇无烟单位创建活

动在西樵汽车客运站开展。丰富

多彩的活动项目，旨在动员广大

干部职工和市民群众积极行动起

来，迅速掀起一场以“文明健康

整洁家园”为主题的爱国卫生运

动热潮。

开展控烟禁烟工作是爱国

卫生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西樵

汽车客运站作为无烟单位创建试

点，把控烟工作落到细节，取得了

阶段性成果。活动现场，西樵汽

车客运站副总站长高良燃分享了

车站控烟禁烟的四点经验，包括

健全控烟制度，成立控烟领导小

组，将无烟机构建设纳入企业发

展规划；运用各种方式对职工进

行控烟专题宣传教育；落实考评

奖惩制度，对在控烟工作中成绩

突出的部门或个人给予表彰及奖

励，以及对问题较多的部门或多

次违反控烟规定的人员给予通报

批评；强化无烟阵地建设。

此外，西樵汽车站还挑选了

一批无吸烟陋习的优秀驾驶员代

表组成控烟志愿队，并现场进行

授旗仪式，希望他们发挥带头作

用，为创造无烟环境贡献力量。

为持续推进控烟禁烟工作，

现场还进行了无烟示范车厢揭牌

仪式，同时通过设置各类卫生健康

宣传摊位，开展控烟有奖问答以及

卫生环境清洁行动，进一步强化

市民控烟意识和健康卫生意识。

“爱国卫生运动是一件惠及

千家万户的好事实事。”西樵镇宣

传文体旅游办副主任周广佳表

示，希望各部门、各村居紧密协

作，结合自身工作实际，以提高全

民健康意识和改善城乡环境卫生

面貌为重点，努力做好卫生环境

整治，开展形式多样的爱国卫生

活动，广泛刊播“文明健康 有你

有我”公益广告，弘扬爱国卫生运

动精神。

佛山市爱国卫生运动统一行动日暨西樵镇无烟单位创建活动举行

优秀驾驶员争当“控烟先锋”
樵泰社区“红桥工作室”正式成立

党员联系群众有了“新阵地”

崇北社区下坊经济社曾有大

沙墟，称为“片区经济贸易中心”，

如今老一辈仍喜欢称崇北为“大

沙”。改革开放后，崇北社区以农

业为主，经过多年发展，如今也拥

有多家颇具规模的工业厂企。

由大新路转进樵北路不远

处，一座座现代化新厂房映入眼

帘，那便是被认定为“第二批南海

制造业全国隐形冠军”的广东新

润成陶瓷公司。近年来，崇北社

区通过顾问咨询、劳动调解、融资

协调、政策扶持等方式，指导新晋

五金家具厂形成规模化管理与运

营，促进社区工业安全生产与绿

色发展。

从樵北路拐进上坊林场路，

连片低矮的旧厂房不时传来机杼

声，这里便是位于居民区的林场

工业区。如今已有30多年历史

的林场工业区约有40多亩旧厂

房，大多数厂房结构简单，规模

小，安全隐患较大，产量较低，环

境卫生较差。2018年，超强台风

“山竹”来袭，吹倒了两家旧厂

房。乘着村级工业园改造东风，

崇北社区决心啃下改造林场工业

区这块“硬骨头”。

“目前已与30多个业主约

谈沟通，土地评估、商业评估、设

计方案等工作正推进落实中。”

刘纯维透露，将结合林场工业区

的地理区域，打造一个宜居宜业

宜游的新农村环境。目前，崇北

社区外来务工人员约有3000多

人，比本地居民还要多，希望通

过改造，丰富社区多元化营商环

境，改善外来务工人员的居住条

件，同时鼓起村民的“钱袋子”。

“希望为企业吸纳更多人才，留

住人才，促进社区经济发展。”刘

纯维说。

“何梦瑶自幼聪颖，10岁能

文，13岁能诗，29岁受知于广东

学使惠士奇，是‘惠门四俊’之

一。”提及村中先贤何梦瑶，崇北

社区村民何春华滔滔不绝。此

外，洪武何大业将军也被村民奉

为“猛将”，其“逆水流尸”的故事

也为村民所津津乐道，并把他视

为忠义化身，建“何相公庙”以作

供奉，庇佑平安。

每年农历七月初七是中国传

统节日七夕节，而对于国北经济

社、国南经济和下坊经济社的村

民而言，农历七月初七是比春节

还要热闹的庆典节日——康公

诞，也称为“神诞”。在上南经济

社、上北经济社，最热闹的庆典活

动则是农历七月廿四“大王诞”。

村民筹集资金办节庆活动，家家

户户大排筵席，宴请亲朋戚友共

欢庆。在何春华看来，这不仅是

乡亲兄弟相聚情谊的好机会，还

寄托了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值得好好传承。

值得一提的是，在崇北崇德

互助社和何春华的助力下，一个

个崇北文化故事被制作成绘本故

事小册子，简单又生动，深受社区

青少年的喜爱。此外，崇北历史

馆目前正在改造，将融合党建元

素，展示崇北历史、乡贤名人、民

俗风情等内容，为党员群众学习

党史、了解村史提供新的阵地和

平台。

“补贴”鼓励各经济社村民学

习传承南狮技艺，寒暑二假举办

特色青少年活动，组建舞蹈队、合

唱队、篮球队、龙舟队等队伍……

近年来，崇北社区还开展各种文

体活动，鼓励村民走上舞台展风

采，凝聚“家”力量，共同营造崇德

向善村风。

走进崇北社区，映入眼

帘的是干净整洁的村道，道

路两旁满目苍翠，老人们坐

在河道旁、榕树下乘凉拉家

常……自 2018 年 11月启

动乡村振兴工作以来，崇北

社区不断焕发勃勃生机。

“我们要建设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新农村。”崇

北社区党委书记刘纯维表

示，让村民走向小康生活要

持之以恒，每一个细节要落

到实处，稳步推进，攻坚克

难。

崇北社区位于西樵镇

东北部，东临北江与丹灶镇

罗行相望, 南接大岸村, 西

与华夏村为邻, 北与丹灶镇

交界，辖区面积约3平方公

里。下辖国泰、上坊、下坊

3 个自然村，划分为5个经

济社，主要有何、区、刘、冯、

李、陆、苏等姓氏。

改造坑洼小路 方便村民出入

文体活动精彩纷呈 村民生活多姿多彩

改造林场工业区 鼓起村民“钱袋子”

文/图 珠江时报记者 何泳谊 通讯员 吴细芬■崇北社区利用寒暑假开展公益篮球训练班。 通讯员供图

■今年6月，崇北社区又一条民生路——环村路开通。

■在职党员志愿者在“红桥工作室”讨论如何开展志愿服务。 通讯员供图

■无烟示范车厢揭牌仪式。

崇北：改造工业区 鼓起“钱袋子”
社区改造“软硬件”，提升村民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