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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何泳谊通

讯员/区燕华）4月2日，樵江社区

妇联举行“樵悦读·共成长”项目

开营活动，吸引了25对亲子家庭

参加。樵江社区将结合美好家庭

养成计划，让智慧家教与亲子共

读相融合，推动社区家庭在亲子

共读中快乐成长，争当新时代文

明实践者。

什么是亲子共读？如何开展

亲子共读？这些都是家长最关心

的问题。在开营仪式上，西樵镇家

庭教育指导中心主任区才芳向参

与家庭传授了“爱的陪伴，化辛苦

为幸福”、“营造氛围，让阅读成为

生命的一部分”和“创设情景，让孩

子获得阅读成就感”这3个让孩子

爱上阅读的“小锦囊”。风趣的言

语，多样的互动方式，充分调动了

亲子家庭的阅读兴趣和积极性。

“课堂干货满满，回家之后好好实

操起来。”亲子们点赞道。

当晚，樵江社区成立了“亲子

共读推广大使”队伍，樵江社区妇

联为他们配备“加油包”，内含亲

子共读指导手册、家教智慧和锦

囊书籍、笔记本等。更为贴心的

是，“加油包”内还配有“阅读存

折”，记录家长与孩子的阅读时

光，同时通过读书积分进行嘉奖。

“‘加油包’是一个仪式标志，

提醒亲子们共同加油，一起成长，

收获满满书香正能量。”樵江社区

妇联主席区燕华表示，项目从4

月开始，持续至9月，亲子家庭们

通过一起读红色经典、品樵山文

化、比阅读竞赛、走红色路线、演

红色故事等各种“读书+研学+演

绎”的方式，增强阅读兴趣，深入

了解阅读内容。同时计划运用

“樵山教育云”平台，试行探索实

践“家校社”的合作模式，老师在

校指导孩子读书，家长在家与孩

子共读、社区为亲子家庭提供展

示平台。

“书是一颗传递知识的种

子。”樵江社区党总支部书记梁维

乐表示，社区以书为媒，以阅读为

纽带，让孩子和家长共同分享多

种形式的阅读过程。希望亲子家

庭们通过活动项目能学有所成，

学以致用，共同成长。

珠江时报讯（记者/钟泽诗

通讯员/梁燕贞摄影报道）这是

一场特别的旗袍秀，也是一场

展现传统刺绣、传播粤绣文化

的盛宴。4月3日，西樵镇海舟

村在海舟社区幸福院举办“弘

扬刺绣文化，国服旗袍在我身”

之刺绣展示旗袍秀，数十位粤

绣爱好者、长者、村民及15个

亲子家庭参与活动。

音乐响起，模特相继登场，

身穿旗袍的她们不仅展示出东

方女性的巾帼魅力，还手扶着

粤绣作品绕场一周，照顾到每

位观众，让他们看到作品的“一

针一线”。

“我七岁就开始学粤绣，村

里的粤绣文化氛围很浓厚，我

们那一代读书的时候都是一放

学就回去绣！”当天参与走秀的

海舟村村民简富琼回忆起小时

候的“绣娘”生活。今年59岁

的她在退休之后重拾绣针，时

常到海舟社区幸福院与姐妹们

一边聊天回忆往昔，一边开心

刺绣，“现在老一辈最希望是能

让这份粤绣技艺和文化得到传

承，希望通过活动吸引年轻人

参与！”

粤绣传承是海舟社区幸

福院立足海舟村的绣女文化

传统，传承绣女坚毅不屈的

精神内核的特色项目。在活

动现场展出的粤绣作品均由

海舟村村民自行创作，比如

最受关注的，与春夏秋冬四

季相对应的四幅作品：《墨

兰》《荷花》《赏菊》《知己梅

花》就由该村长者任巧珍和

任少珍所绣。

西樵镇海舟村党委委员梁

燕贞表示，这场活动旨在让更

多村民了解海舟村的粤绣传统

文化，给参与该社区幸福院粤

绣项目的长者、村民一个展示

的舞台，同时激发其他群众对

刺绣的兴趣，进一步传承粤绣

文化，在海舟村中形成良好的

文化氛围。

活动期间，主办方还通过

有奖问答科普粤绣相关知识，

并让参与活动的亲子家庭“上

手”体验粤绣的魅力。

带着儿子来参加活动的胡

敏玲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

粤绣。对她来说，粤绣主题的

活动十分新颖，海舟村长者们

的粤绣作品更让她感到惊讶。

“完全没有想到她们的作品这

么精致、篇幅这么大！”她笑着

说，这次活动让她对粤绣产生

浓厚兴趣，还表示有机会一定

要尝试绣一下。

新田村党委副书记李伟清：

“村民满意开心，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西樵樵江社区亲子共读成长营启动

收获书香能量
共建美好家庭

“李伯，您好。今天身体怎

么样？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2014年，刚调任到新田村的李伟

清负责民政、妇联等工作。她走

街串巷，摸清村事村情，加快步伐

融入新田村，同时及时为有需

要的弱能村民提供关爱

救助、心理疏导等贴

心服务。

随着对新田

村的深入了解，

李伟清敏锐地

发现，随着经济

社会的发展，村

民的生活水平逐

步提高，对精神文

化生活的需求也越来

越大，但村里的文化活

动却屈指可数。自2014年

起，李伟清组织筹办元宵节晚会

和暑期联欢晚会，吸引了大批村

民前来参与，并逐渐成为村民心中

的“特别节日”。这两年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新田村暂停举办活

动，村民们老感觉心空空的，经常

有村民跑来问李伟清什么时候恢

复举办。

“村级文体活动，既陶冶了村

民的情操，也激发了村民的热情，

更凝聚了人心。”李伟清说，村民

们相处更和谐了，参与村居治理

的热情也日益高涨。

在新田田心村党群服务站旁

边的小砖屋，以前是村居缴纳水

费的地方，如今墙壁发黑，长满青

苔，窗户破损。李伟清与工作人

员走访调研、征询意见，在村民、

社长、妇委的建议下，决定对此处

进行墙绘改造。

怎样的墙绘内容更能体现

新田村特色呢？李伟清心想，文

化的魅力在于沉淀，在于传承。

狮艺文化是新田村特色文化之

一，田心村的少狮队更是成绩斐

然。结合村民建议，墙绘内容特

意将少狮文化、春节文化等元素

进行融汇，舞狮、大头佛、贴对联

等墙绘，展示了一幅喜庆欢腾、

生机勃勃的春节场景。李伟清

还组织亲子们前来参与墙绘制

作，加深亲子感情的同时，促进

更多村民加入到乡村振兴建设

中，进一步发扬传统文化，提升

人居环境。

墙绘制作当日，经过亲子们

1个多小时的努力，色彩艳丽、热

闹喜庆的春节舞少狮场景跃然墙

上，引来不少村民围观，称赞并拍

照。村民都笑着说：“田心村又多

了一处拍照胜地！”

乡村振兴事事关乎村民，件

件离不开村民。在李伟清心中，

自下而上的乡村振兴模式在推

进过程虽然有点慢，但充分尊重

村民意愿，更贴合村民需求，才

能调动起村民对乡村振兴的积

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让乡村

振兴发展成果更牢固。她决定

从村居妇女入手，组建一支巾帼

志愿者队伍，通过内部培训、走

出去“取经”、芳华议事厅等方

式，发挥妇女“半边天”的力量，

助力乡村振兴。

2020年 4月，新田村巾帼

志愿服务队正式成立，花基除草

改造、美丽庭院评选、巾帼示范

路打造……每一个乡村振兴项

目，都能看见巾帼志愿者忙碌的

身影。

巾帼示范路（即田心沙村示

范路）的打造过程让李伟清非常

感动。从方案策划到落地成效，

巾帼志愿者纷纷建言献策，积极

热情地打造田心沙村示范路，如

今这条示范路已成为村民茶余

饭后遛娃散步的好去处。

去年12月，尽管北风呼呼，

也不减妇女们的热情。11名巾

帼志愿者早早齐聚篮球场，为田

心沙村示范路（五队入村路口-

休闲小公园-环河路-金花庙公

园）“装点打扮”。

其中休闲小公园的建成更

是志愿者们群策群力的“果

实”。休闲小公园位于五队篮球

场旁边，为给村民多一处休憩的

地方，经社长、妇委和群众协商

后，在篮球场旁近河涌边建设一

个小公园，筑起花基、种上花草、

摆放石台凳，变成入村路一处小

景点。该路段人车混杂、路况不

佳，志愿者们便提出拆除花基、

拓宽路面、改造护栏、加装太阳

能路灯，方便村民出行。人行道

的建成获得村民的一致点赞。

当天志愿者们有说有笑地

“扮靓”示范路，并自豪地说：

“看，我们的村道也不比别的村

差，也漂亮起来了。”志愿者们越

做越起劲，不一会工夫，200多米

的铁护栏瞬间变成五彩缤纷的

鲜花护栏，环河路也变得灵动鲜

艳起来。“巾帼示范路的打造，与

村中的党建长廊和正在建设的

环河栈道，形成新田村4公里生

活圈。”李伟清说，生活圈还覆盖

了新田村厂企区，既方便村民和

新市民的出行，也延伸了他们的

休闲娱乐范围。

今年3月，新田村入选2021

年佛山市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

单位名单。李伟清表示，新田村

将以“和美新田，智汇乡村”的发

展目标，打造“新风新貌新产业，

田园绿水好人居”佛山市乡村振

兴示范村，建设一个自然研学主

题乐园。除了让村民积极参与

到乡村振兴中来，还将提高村民

的受益面，鼓起村民“腰包”，增

强村民的获得感。

行走在新田村，错落有致

的屋宅，枝繁叶茂的古树，干

净整洁的村道，绿树成荫的步

行辅道，村民们悠闲地散步聊

天，孩童们欢快地摇着跷跷

板，一派休闲和谐的新农村景

象徐徐上演。在新田村工作7

年多的李伟清是新田村党委

副书记，她笑着说，“村民满意

开心，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2014年李伟清调到新田

村担任两委委员，她既兴奋又

紧张，兴奋的是为家乡发展添

砖加瓦，紧张的是与家乡离别

已久，对它既熟悉又陌生。她

沉稳坚持，时时事事处处为村

民着想。她还组建巾帼志愿

队，自下而上地推动新田村乡

村振兴发展，一幅美丽乡村新

画卷向村民徐徐展开。

想方设法解决村民大小事

西樵镇海舟村举办“弘扬刺绣文化，国服旗袍在我身”活动

穿旗袍展粤绣
一针一线“绣”传承

■樵江社区亲子共读成长营正式启动。 通讯员供图

引领巾帼志愿者参与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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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清（左一）带领巾帼志愿者在示范路种植花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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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舟村的村民穿着旗袍展示粤绣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