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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新年晚会街坊都是主角
桂城同德社区党委巧妙利用“创熟”手法，不断推进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

小区新年晚会街坊都是主角
桂城同德社区党委巧妙利用“创熟”手法，不断推进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

“大家好，我是住在
5栋的邻居，也是本次晚
会主持人……”近日，同
德社区中建灯湖领秀小
区自发举办了一场“创建
熟人社区，构建小区治理
共同体”2021年新年联
欢晚会，这是一场由居委
会、物业公司、社区和居
民一起通力合作的文化
活动。同时，也侧面反映
了在“创熟”力量推动下，
居民担当主角成为社区
治理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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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欢晚会在欢快的

《开门红》歌声中拉开序

幕，活动中有热心商家和

居民分享美食，还有党员

志愿者提供摊位玩游戏，

大家积极踊跃参与，大大

增添了活动的趣味性。晚

会还对2020年的“领秀好

邻里”“最美物业人”“最美

楼长”进行了颁奖，加上主

持人与居民展开热情的互

动，现场气氛十分欢快。

对于这场迎新晚会，

中建灯湖领秀小区居民早

有准备。回顾活动前半个

月，中建灯湖领秀小区物

业会议室内常常出现楼长

们讨论晚会内容的声音，

小区舞蹈室内响起灯湖领

秀舞蹈队排练节目的音

乐。大家都在用尽心思来

准备小区的重磅文化活

动。这是一场由居民献

策、居民主持、居民参与节

目表演的活动，也是在“创

熟”力量的推动下，居民成

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最好

体现。

同德社区相关负责人

表示，此次联欢活动不仅

为居民之间架起了沟通

的桥梁，增进了社区居民

的交流，密切了社区工作

人员和居民之间的往来，

也促进了社区人际关系

的融洽及协调，在社区内

营造了和睦、融洽、安宁

的浓厚氛围，更是加深了

社区党群之间的情感联

系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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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桂城街道 2011年提出

创建“熟人社区”工作以来，同德

社区全体工作人员与居民一起推

动社区治理创新，不断增强党在

基层的凝聚力和动员力，充分发

挥议事协商组织作用，引领居民

有序参与社区建设，不断推进社

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再上新台阶。

如2019年登革热高发，为

了做好灭蚊工作，遏制蚊虫孳

生，预防登革热，保护群众避免

感染登革热，灯湖领秀舞蹈队成

员摇身变成志愿者，逐家逐户宣

传预防登革热相关知识，进一步

增强了居民对蚊虫危害性的认

识，掌握灭蚊防病知识，形成人

人了解、人人关心、人人参与的

良好氛围。

再如2020年，社区聚焦居

民群众急难愁盼的“消防通道被

堵”等民生问题，自下而上开展

民主协商，通过议事协商平台，

定期组织召开由居委会、物业、

楼长、党员和居民代表等人员参

加的议事协商会议，研究清除消

防安全隐患的办法，同时楼长们

还自制“清理杂物”的温馨提示

卡，共同参与社区建设。

纵观上述事件，可以发现处

处可见楼长和志愿者的身影。

同德社区党委在“党建引领推动

社区治理，创熟推动基层善治”

的“创熟”理念指导下，于2019
年9月组建灯湖领秀楼长队伍，

该队伍成员由社区舞蹈队队员、

旗袍队成员及热心居民组成，共

有21名成员。由社区党委搭建

小区多方协商议事平台，培育楼

长骨干的小区参与意识和治理

能力，鼓励居民参与小区治理。

以疏通楼道消防通道为例，

虽然有些楼长年事已高，扫楼行

动让她们大汗淋漓，但她们都表

示，只有实地巡查才了解小区楼

道情况，更明白解决小区楼道安

全问题的重要性，面对面的沟通

也能更好与邻里之间达成共

识。“小区安全是所有业主的头

等大事，为解决灯湖领秀小区楼

道消防通道堵塞的安全问题，辛

苦也是值得的。”灯湖领秀楼长

志愿服务队队长陈春梅说。

同德社区党委从人民群众

关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做

起，把党建引领、多元参与贯穿

于社会治理创新的全过程，有效

增强基层党组织的群众组织

力。可以看到，一个井然有序且

充满活力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

治理格局正在同德落地生根。

文/珠江时报记者 李冬冬 通讯员林锡楷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邹韵斯

通讯员李少雅芦静琳黄少丹谭嘉慧

过去一周，气温降到个位数。而寒风呼啸中，桂城人
民的心却是暖的。因为在社区大家庭中，有志愿表彰、有
家园美化，还有阵地建设为“创熟”加油……

致敬志愿者建设和谐家园
/

文
翰
社
区/

“创熟加油站”开张组织活动有了阵地
1月8日上午，江滨社区

“创熟加油站”揭幕仪式在江

滨社区幸福院举行，为党群服

务、居民议事、社团自治和街

坊志愿互助会发展等提供使

用场地，促进社区综合治理，

共同创建熟人社区。

揭幕式后，“创熟加油站”

立马开张，街坊会在这里开

展了 2020 年工作总结和

2021年计划会议。街坊会

会长李学超表示，居委的工

作除了得到党员代表的支

持，还需要各位居民骨干的

支持。他倡议巷长邀请附近

的街坊到“创熟加油站”参观

闲聊，在日常聊天中促进情感

治理，推动社区治理。

自从江滨社区巷长队伍

成立以来，新村大道东片区的

综合治理水平得到了明显提

升，卫生环境也不断改善，诸

如垃圾乱堆放、街灯损坏、卫

生黑点清理等问题都能够在

第一时间有所反馈和处理。

他们还参与登革热防控、入户

清倒积水、三清三拆、便民服

务、倡议文明养犬、防疫站岗、

摩电整治、垃圾分类宣传等一

系列工作。街坊会的成立，更

是拓宽了居民参与公共事务

的渠道，搭建了议事平台，召

开联席会议，全面提升居民议

事、决事的能力。

江滨社区在“创熟”课题

组指导下，打造了“创熟”党建

阵地，让居民组织有阵地，议

事有平台，提升获得感、安全

感、幸福感，打造共建共治共

享的治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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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2日，文翰社区开展

“致最美志愿者”2020年志愿

服务嘉许礼活动，总结和表彰

近一年以来，社区志愿者们所

取得的成绩，给予各位“创熟

同路人”肯定。

疫情无情，人间有爱。

2020年，文翰社区党员、街坊

会骨干、楼长、团员、社团骨

干、物管等多名志愿者组成防

疫先锋队冲在前线，用行动支

持社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在防控疫情的关键时刻，社区

内热心企业、居民纷纷行动起

来，为一线抗疫人员捐赠防控

物资，每一个暖心行动和每一

批防控物资都展现了他们的

担当与爱。此外，社区志愿者

还在摩电整治、垃圾分类等宣

传行动身体力行，为社区治理

贡献力量。

嘉许礼现场，嘉宾领导分

别为最美志愿者、优秀志愿

者、抗疫优秀楼长、抗疫先进

个人、爱心企业以及抗疫先进

单位等进行表彰。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

你，温暖了四季；谢谢你，感谢

有你，世界更美丽……”嘉许

礼上，社区班子成员、工作人

员以及社工共同合作演出一

曲《听我说谢谢你》，表达了对

志愿者们的衷心感谢。接下

来，文翰社区将继续以“党建

引领，创新服务”为导向，共同

营造幸福和谐家·文翰。

志愿者学摄影捕捉精彩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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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0日上午，在“关爱桂城”

建设督导委员会的指导下，桂城街

道党群服务中心桂二社区驻点乐活

社工开展“留住美丽·记录爱心”志

愿者摄影培训活动。

活动特邀桂城义工联志愿者

讲师、图虫签约摄影师陈灿宏授

课，从抓拍的技巧与走位、手机摄

影的基础操作、手机摄影的简单后

期教程和拍摄志愿活动的简单思

路等内容进行讲解，吸引了50余

名社区志愿者参加。

课堂上，老师用图文并茂的方

式手把手教学，还穿插着实训让大家

现场拍照，同时选取几位志愿者将拍

出来的照片进行点评，耐心地为大家

讲解作品中的优点以及不足。

志愿者纷纷表示，本次培训

内容非常实用，简单的摄影技巧

对于志愿工作和日常工作都非常

有益，在日后的志愿服务中要多

运用老师所讲的知识，提升自身

的拍摄水平，用照片定格志愿者

的身影。

接下来，桂二社区将从志愿者

队伍中，挑选成员培育一支骨干队

伍，持续激发社区活力，构建共建共

治共享的善治社区。

水池焕新颜
“创熟”小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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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海逸社区组织楼长、党员

志愿者和辖区青少年开展“焕新水池”

之涂鸦活动，倡导邻里关爱共融、小区

公共文明理念。

涂鸦过程中，为凸显“熟人社区”

的 logo图案，楼长们用油画笔、油性

笔认真描边，居民则主动前来帮忙涂

色。经过大家的努力，整个水池焕然

一新，路过的居民纷纷为楼长们点赞。

水池焕新行动持续一个月。在

行动收尾阶段，海逸楼长们、党员志愿

者、巾帼志愿者再次齐聚小区水池，拿

起板刷、滚筒刷，认真地为涂鸦的石

头、地面刷上罩光漆。

这个由海逸楼长们亲手改造的

水池将成为小区的“创熟小园地”，让

居民从中感受“创熟”的力量，引导更

多居民加入志愿服务行列。

接下来，海逸社区党委将继续坚持党

建引领，带动多方参与，共建美好家园。

多元义教班
促进儿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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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凤鸣社区第十七期义教班

在党建引领和“关爱桂城”建设督导委

员会指导下落幕。该义教班为期4个
月，共设16节多元化课程，服务480
人次，增进了社区家庭亲子间的良性

沟通，促进居民共同参与社区建设。

义教班从家长、儿童、社区3个层

面，分为3个时段开展服务。课程注

重学员的潜能激发与知识获得，内容

设计切合青少年儿童成长需求和特

点。其中，针对促进儿童多元智能发

展，义教班在作业辅导的基础上，增加

如爱国教育、社区认识、传统文化、兴

趣拓展等内容，增加儿童与朋辈群体

互动交流，增强其社会支持网络。

课后，义教班还推出包括“宝贝日

记-生活即教育”“关爱有约”“好习惯伴

我行”活动在内的“21天养成计划系

列”，深化服务理念，丰富凤鸣社区义教

班内容和形式，形成良好的社区氛围。

■桂二社区开展摄影教学培训活动。

■凤鸣社区义教班为孩子普及渔村文化。

■晚会上，居民表演舞蹈节目。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