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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山罗村各社

区开展各式民

俗活动，人们在

热闹中感受邻

里融合的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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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寓意团圆、美好、和气。为营

造节日氛围，狮山罗村各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长者、孩童

齐出动，一起庆中秋、闹中秋、贺中秋，共话收获与成长，分享亲

情与友情，在热闹的民俗活动中，感受邻里融合的温情。

每逢农历八月十四，上柏社

区就会有一场热闹非凡的贺中

秋民俗活动——烧番塔。9月

20日，烧番塔活动在罗村上柏番

塔广场如期而至。

现场可见，全村男女老少聚

在一起烧番塔，祈求风调雨顺、

丁财两旺。为了保证番塔的安

全性和观赏性，砌番塔时很有讲

究。“要保证每一块砖都是连着

的，交错垒。”上柏社区居委会工

作人员介绍，番塔每往上垒一

层，就要往内部收紧一圈，最上

层顶端仅留下一个直径约20厘

米的小孔。

烧番塔开始后，只见村民往

番塔两边洞口填入早已备好的

干草并点燃，浓烟顺着番塔的空

隙从塔身冒出。在不断地搅动

下，火苗也愈发明亮，火星从空

隙中向四周迸射而出，番塔渐渐

被烧得通红。此时的塔身犹如

火炬般，在夜色的映衬下显得格

外壮观。

烧番塔是上柏社区一项民

俗品牌活动，2014年，狮山镇党

委驻点直联团队发现该社区一

直保留着这项600多年历史的

民俗活动，随之指导社区将停车

场改造为上柏番塔广场。2020

年，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下，

上柏社区再投入资金升级改造

番塔广场。

“番塔广场蕴含上柏社区深

厚的传统文化。”狮山镇上柏社

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蔡华生

表示，依托此文化阵地，日后计

划引入主题创意集市活动，让乡

村振兴项目“活起来”，多形式丰

富群众生活，在惠民生的同时为

人居环境工作提供更磅礴的精

神动能和更坚实的文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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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联和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内热闹不已，在联和社区党委

的支持下，社区邀请专业烘焙老

师授课，指导党员志愿者、邻里

中心成员及居民代表制作月

饼。“制作月饼时，不能用蛮力，

手要灵活。”在老师的耐心指导

下，众人很快掌握了月饼的制作

技巧。大家一边聊天，一边合力

制作，不多时就完成了20多盒

口味不同的月饼。

“我们这个月饼还要送到社

区的老党员、困难家庭中。”有志愿

者说，他们每年都要在中秋节手

工制作一批月饼，将这份健康又

承载着节日祝福的礼品连同慰问

品一起送给老党员、困难家庭。

同样制作月饼送礼的，还有

下柏社区的志愿者。在社工组

织下，12名志愿们学习制作手工

冰皮月饼，历时2小时，志愿者制

作了145只雪白而精致的冰皮

月饼，准备送给社区长者。

除了月饼，中秋还有挂灯笼

的习俗。这不，罗湖社区的邻里

们在罗村花苑党支部、罗村花苑

一区邻里中心的联动下，参与了

亲子手工灯笼DIY活动，亲子家

庭通过学习中秋习俗、文化，中

秋节背后的历史故事等，教导孩

子们传承传统文化。

现场，融爱社工、志愿者与

亲子家庭还一起为社区弱势困

难群体制作灯笼，既拉近亲子家

庭关系，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

也进一步彰显罗村社会管理处

的孝德文化，营造关爱弱势

群体的社区文化氛围。

红火番塔贺团圆

邻里齐聚送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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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晚，罗湖社区长信

银湾、龙光君悦龙庭、尚观嘉园、

翠湖绿洲、风度花园、风度广场

等6个小区，开展“邻里节”系列

活动之中秋亲子游园会暨防诈

宣传活动，丰富罗湖社区居民的

文娱生活，促进新市民融合，提

升新市民的幸福感与归属感。

当晚，各小区内都充满了欢

声笑语。“灯谜猜猜猜”“快到圈里

来”“记忆大挑战”“巧手夹兵兵”

“急救宣传”等丰富多彩的互动

游戏吸引了不少居民参与，大家

在多个摊位玩得不亦乐乎。现

场还举行第二、第三季度的长者

生日会礼品派赠活动，将社区温

暖关怀送给60周岁以上的长者。

罗湖社区党委委员、小区分

管主任吕红磊表示，活动联动了

爱心企业、邻里中心等，共同为

和睦友邻、欢度中秋献出自己的

心意与力量，希望借此中秋文娱

活动，让居民尤其是新市民们共

聚、共乐、共融，共享中秋佳节。

除了亲子家庭，长者们也有

“专属”的游园活动。近日，联星

社区将“健康”元素融入中秋游

园会上，吸引超过120名长者在

游园摊位中体验。在“一气呵

成”摊位处，不少长者需要吹气

将乒乓球从注满水的第一个杯

子吹向最后一个杯子，才算游戏

通过。工作人员表示，口腔肌肉

的强度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退

化，通过该游戏，长者能了解自

己的口肌状态，并意识到日常要

多锻炼口部肌肉，预防肌肉退化

而带来的吞咽困难。现场还有

参加游园会的长者手持标语，呼

吁符合接种条件的长者尽快接

种。

而罗村康园展能中心则在9

月17日上午举行“康乐团圆庆中

秋游园活动”，学员们以及志愿

者带来歌曲《明天会更好》、太极

拳《混元太极》、非洲鼓小组《星梦

情真》等表演，点燃了活动现场

的气氛，通过才艺表演展现自

我，发挥所长，增强自信。

在摊位游戏环节，学员还在

猜灯谜、抛圈仔、拼拼图、百发百

中等多个摊位玩得兴高采烈，现

场不时传出“我猜对啦”“挑战成

功，耶！”等欢呼声。

中秋游园趣味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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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18日，狮山镇委副书

记黄红燕，狮山镇妇联副主席罗少荷、

叶秀媚，罗湖社区党委委员张瑜萍等

带队，开展“与爱同行，情暖罗湖”中秋

探访慰问活动。每到一户，大家都与

探访对象倾心交谈，了解其日常生活、

身体状况、生活习惯，听取群众需求；

同时，鼓励探访对象树立勇于克服困

难、积极面对生活的心态，并传达了镇

政府、妇联与社区愿意针对性地为有

需要的人群提供就业帮扶等服务的信

息，为困境家庭做实事、解难题。

而在联星社区，社区党委、经济社

社委、幸福院社工、志愿者等共30人

组成了节日探访队，走街串巷，为58

名高龄长者送上关爱与中秋祝福，让

长者感受到浓厚的节日氛围。在长者

卢婆婆家中，联星社区党委委员孙丽

燕细心地发现其冰箱电线拔掉了，在

了解到冰箱已坏了一段时间后，孙丽

燕向卢婆婆承诺，后续将整合资源，切

实满足其所需。

联星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经联社社长江兆啟表示，除了节日探

访，联星社区还通过三级党建网格工

作，推动党员常态化联系群众工作，恒

常开展巡访关爱服务，以“社工+义工”

模式，每周入户关心高龄独居、百岁、

孤寡、重度失能等长者的情况，扎扎实

实为群众办实事。

“咚 咚 咚。”下柏社区也组织志愿

者入户探访长者，将自己手工制作的

月饼送给长者。探访时，志愿者还协

同长者一起制作了中秋节文化贴画，

并为长者讲述嫦娥奔月的故事。

“冰皮月饼很漂亮，平时很少有机

会去尝试新的口味。”长者叶姨十分感

谢社区的关心，表示由于自己腿脚不

便，难以前往幸福院体验更多服务，志

愿者们入户探访令她十分开心。

节日祝福送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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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晚，罗村启明星驿站深入罗湖

社区6个小区开展“月满中秋，欢度国庆”邻

里共建“无毒社区”禁毒宣传活动，进一步加

大禁毒宣传力度，增强群众禁毒意识。

当晚活动共分为三个环节，分别是派发

宣传单张、介绍毒品仿真模型与开展“巧手夹

乒乓”小游戏。禁毒社工与罗村派出所三级

警长曾卫平向居民展示毒品仿真模型，讲解

毒品的危害和隐藏性，让居民直观地认识到

常见毒品的种类及形态。同时叮嘱居民要提

高警惕，不能因为好奇而以身犯险。

随后，志愿者们和居民一起进行“巧手

夹乒乓球”游戏。尚观嘉园住户周小姐通过

一轮游戏互动后表示：“现在的毒品品种越

来越多样，且极具迷惑性。我们尤其要提醒

孩子们提高识毒、拒毒、防毒的能力。”

本次禁毒宣传活动同时在长信银湾、龙

光君悦龙庭、尚观嘉园、风度花园、翠湖绿

洲、风度广场等6个小区举行，共为群众发

放禁毒宣传资料1000多份，受教群众700

多人次，进一步提高小区居民的知毒、防毒、

拒毒意识，为罗村社会管理处营造良好的禁

毒、拒毒氛围。

寓教于乐懂拒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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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秋风劲，又是月圆柳梢头。9月

21日，罗村社区寨三经济社在良智公书舍举行

“月圆中秋，情满寨三”活动，寨三经济社邻里欢

聚一堂，吃烧烤、看表演、聊家常，共度佳节。

一瓶瓶冰凉饮料塞满冰柜，晶莹剔透的椰

汁西米甜度爆满，烧烤架上油脂飘香……活动

现场，丰富的美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村民加

入，节日氛围渐浓。期间，更有“小小武术家”进

行武术和舞狮表演，将中秋活动推向高潮，现

场欢笑声不断。

“在中秋这天，能与亲人、邻里朋友一起赏

月闲聊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感谢经济社给了

我们一个共度中秋的机会。”寨三经济社村民

表示，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村民的文娱生活，

拉近了邻里间的关系，也营造了其乐融融的节

日氛围，增强村民对村居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提升了村民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而乐安社区则在9月18日晚举办了“秋意

渐浓，人月相聚”2021年乐安社区中秋文艺汇演

暨智趣游园会，并邀请了塘头社区共同参与。

活动当天，乐安社区、乐安幸福院、网益家

园社工联合在现场设立了游戏摊位以及美食

摊位，现场群众不仅能欣赏文艺汇演，如振奋

人心的大合唱、各色的乐器节目演奏、接地气

的健身舞、柔中带刚的咏春拳、传统的京剧等，

还能品尝特色美食、参与智趣游戏。

汇演还通过有奖问答环节与居民互动，提

高居民对传统节日的认知。晚会动静兼有，显

得格外有趣，活动在丰富居民业余文化生活的

同时，也激发了居民对传统文化的兴趣，而且

有效提高了居民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积极性，

激发居民的社区归属感。

齐看表演尝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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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上午，在芦塘社区党委和芦塘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的支持下，芦塘社区幸福院联

合罗村消防中队在院内开展“迎中秋、贺国庆、

保平安”——消防安全培训及演练活动，共吸

引47人参与。

活动分为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和现场演练

两部分。在消防安全知识培训环节，消防中队

杨班长结合近期社会各种典型火灾事故案例，

生动讲解如何识别火险、使用消防器材、处理

火灾、做好紧急疏散逃生等消防安全知识，现

场长者听得非常认真，遇到不理解的地方主动

向杨班长提问。

“靠着墙走，弯下腰，毛巾一定要捂着口

鼻……”消防应急逃生演练在杨班长的指导下

有序进行。“提、拉、握、压、喷”，杨班长讲解灭火

器的动作要领后，组织实操演练，让长者们更

直接、更深入地体验、掌握灭火的技巧。长者

们积极参与、认真演练，纷纷表示这次活动很

有意义，学到很多消防知识。

本次消防安全培训及演练活动，通过“知

识培训+现场实操”的学习方式，提高了社区长

者消防安全意识和知识技能，营造安全的居家

养老环境，进一步推动平安社区建设。

学习知识护平安

■罗湖社区党员、

楼长志愿者慰问

小区长者。

■火星从空隙中向

四周迸射而出。

林若儒摄

■罗湖社区开展中

秋亲子活动，孩子聚

精会神观看《嫦娥奔

月》光影剧场。

■联星社区长者在游园会上玩游戏。 ■下柏社区志愿者为长者讲述拜月祭神的民俗文化。 ■联星社区党员志愿者入户探访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