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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小区住户多，素质也参差不
齐，不文明现象时有发生。于是，在坦洲
公益园、阳光花园物业等的支持下，我们
成立了锦绣阳光花园义务监督队。”义务
监督队的队长谷一清说，自今年 5月 28
日成立以来，义务监督队的劝导一直是
卓有成效的。

谷一清介绍，义务监督队的成员全
是阳光花园的业主，年龄最大的已经 65
岁，他们每周出动两次，主要工作是劝导
车辆乱停乱放、摊贩占道经营等等。“从
业主转变成义工，大家会产生更多的自
律精神，同时摊贩、司机等都是熟人，大
家都不想留下不好的印象，因此工作起
来比较轻松。”谷一清自豪地说，自义务
监督队成立三个月以来，小区的环境得
到很大的改善，业主们纷纷称赞。“每次
出动，物业也会派出保安、城管派出警力
协助我们。我们一共劝导乱停乱放乱鸣
笛的车辆 210多辆，劝导整治商贩占道

经营250多人次，派发传单1000多份，巡
逻路程达到30多公里，服务时长为4400
多小时。”谷一清并没有满足于现有的成
果，她希望相关职能部门可以通过进一
步的培训，提高义工的专业水平，“我们
计划开展禁止高空抛物和文明养犬、禁
止乱晾乱晒的活动，这也需要相关部门
和我们共同合作、一起努力。”谷一清说。

业委会主任朱明海表示，这种由业
主成立相关自治组织、协助物业进行社
区管理的方式，有效促进了和美小区的
打造。“治理社区不光靠物业，也靠大家。
当物业得到业主的理解和支持，他们在
社区的管理上便更加尽心尽力；而业主
的积极参与，也使大家的自律性有所提
高。”朱明海说，实行这样的模式以来，社
区中的不良行为无所遁形；社区中的好
人好事也不断涌现，例如出现了拾金不
昧、及时上交三万多元的保洁员陈泽华
等。

■柿子镇：同吃同住收获感动
在盐津县柿子镇，实践小组协助

开展了脱贫攻坚档案台账的规范化处
理工作。实践队员们与驻村扶贫工作
干部同吃同住同工作，同时高质量完
成近 200户农民危房改造档案资料的
录入、整理和制作。

即将升入大三的工商管理学院学
生陈洁虹是该支线的志愿者之一，她表
示，刚开始接触这份工作时遇到不少的
困难。“要走进一户户贫困户家中了解
人口情况、建筑结构以及周边居住环境
如何，一丁点都不能错。光问一个名字
就问了5分钟。”陈洁虹说，当地要在短
期内完成该镇贫困户的危房改造摸底
工作，以尽快完成他们的安居梦，来自
中山的青年志愿者成了当地干部的“及
时雨”和好帮手。可对村里的基本状况
不熟悉、不了解，还听不懂方言，青年志
愿者要在短短几天时间里进入角色，挑
战也不小。幸好村里年轻的干部会说普
通话，这才解决了语言不通问题。“经过
几天的磨练后，我在20分钟内就可以完
成一份档案的整理和录入，比刚开始时
整整快了一倍。”陈洁虹说。

通过这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陈
洁虹觉得当地村干部的吃苦精神让她
印象尤为深刻。“他们没有周末的概
念，每一天都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生
病也不例外。”陈洁虹告诉记者，期间
有一位村干部中暑了，他一边打着点
滴，一边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每天爬
山涉水去做登记，这让她十分感动。

“脱贫攻坚的故事平时在报纸上看得
多，当亲身接触了这些可爱的人，与他

们一起努力完成某个短期任务才发
现，脱贫攻坚没有局外人。人人动起手
来才能给贫困户多一份希望，他们的
笑脸是对我们最好的回报。”陈洁虹
说。

■中和镇：旅游开发不能“误
伤”生态资源

另一个支线在盐津县中和镇，实践
小组主要协助开展乡村旅游规划工作。
队员不畏山路的险峻，调查了镇域范围
内大大小小近20个自然和人文景观点，
考察了当地三角梅、冷水鱼等特色种养
殖基地，结合当地发展规划和实际，为
中和镇旅游发展规划提出了建议，受到
中和镇镇政府的认可。其中，建议中提
到旅游开发不要“误伤”生态资源，还受
到当地居民代表的“点赞”。

参与该支线调研的学生是 2017届
旅游2班学生吴旖烙和她的两个学弟学
妹。吴旖烙说，当地有多个旅游景点，如
大佛山、韦家寨、子溶洞、三角梅种植示
范基地和有“活化石”之称的桫椤生态
竹林等。然而，当地落后的交通让这些
景点明显比其他市镇要“黯淡”。

“实地走了十多天，最欣喜看到的
是当地的原生态，没有像其他已经过
度开发的旅游景点那样俗气。”吴旖烙
举例说，如大佛山，隔着几公里外就已
经可以看到起卧佛般的轮廓，其气势
恢宏让人惊叹。大佛山内陡峭的岩石
也有望成为一众攀岩爱好者的胜地，
里面还有野生动物的踪影。

“我们提出要完善交通网络，规划
三个核心旅游区。打造以城镇中心为

起点，向上清河上游延伸打造一河两
岸休闲景观带；打造依托竹笋、冷水
鱼、高山腊肉等生态农产品打造具有
地方特色的美食街；利用镇上现在已
有的特色环境，打造多样化居住空
间。”吴旖烙说，他们建议当地政府要
突破旅游景区同质化的尴尬；同时，建
议当地政府要在前期做好接待能力和
生态环境评估，避免粗放式开发的路
子，为了吸引游客牺牲生态环境。

■声音：为脱贫攻坚贡献青
春智慧

在实践期间，志愿者还参加了中
和镇机关支部组织的党员活动，为当
地环境整治出一份力；参加了中和镇
异地搬迁户分房活动，见证异地搬迁
农户幸福生活的新起点；与延津县团
县委共同探索建立易地搬迁安置点

“青年之家”，并就联合建立两地青年
社会实践基地达成初步意向。

本次活动的带队教师张闯表示，
中山职院每年暑假都组织“三下乡”活
动，今年首次走出省外、深入脱贫攻坚
的第一线，对于志愿者而言颇具挑战
性。“首次走出广东省，需要适应的不
仅有生活环境和饮食习惯，当地的艰
苦也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张闯介绍
道，以往的“三下乡”都是开展支教活
动、参观脱贫攻坚已卓有成效的地点，
而这次要与脱贫干部同吃住、同工作
的生活，还让部分学生结合专业知识
给一个镇的旅游规划提出自己的意
见，刚开始让所有的志愿者都感到不
适应。令他欣慰的是，每一名志愿者都
坚持了下来。张闯表示，下一年的“三
下乡”将会进一步做好沟通工作和行
程安排，让志愿者的专业知识可以更
有针对性地帮助到当地的脱贫攻坚
战，让当地的城镇建设、乡村振兴有我
们青年一代参与的痕迹，为祖国的发
展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本报讯（见习生 陈家浩 见习记者
王欣琳）8月23日，主题为“拥军路上‘义’
起来”的总结表彰大会在东区党群服务
中心举行。会议总结了“专业社工、全民
义工”东区“博爱·拥军”优抚服务试点项
目近八个月以来的工作成果，并向相关
合作单位和志愿者的付出表示感谢。

据悉，“专业社工、全民义工”东区
“博爱拥军”优抚服务试点项目是以增

强退役军人的荣誉感为目标，秉承“助
人自助”的原则，积极链接、运用社会资
源，努力促进退役军人从“受助”到“互
助”，再到“助人”的转变，营造互动、互
助、融合的良好局面。目前，东区博爱拥
军志愿者服务队的成员共有33名，其中
包括退伍老兵4名、军属1名以及青年退
役军人12名，为传承战友情谊、传播“红
色记忆”奉献自己的力量。

东区总结表彰“博爱·拥军”优抚服务试点项目

促进退役军人“助人自助”

本报讯（记者 张房耿 通讯员 陈
娟）8月22日下午，西区社区矫正对象自
发开展了一场特别的“抗癌”爱心捐助
活动。得知困难刑释帮扶人员黄某被诊
断出癌症，面临巨额治疗费用，其他社
区矫正对象纷纷伸出援手，为黄某筹集
爱心善款。

据了解，黄某今年 8月被诊断出肺
癌，正在市中医院住院治疗，原本家庭
经济困难的黄某面临支付巨额治疗费
用，这使全家人的生活陷入了更大的困
境。得知这一情况后，其他社区矫正对
象纷纷伸出援手，10元、20元、50元、100
元……一张张带着温度的救助款投入
到捐款箱，他们用实际行动向黄某表达
关心。经西区司法所社工清点，共收到

爱心捐助善款3400多元。西区司法所组
织驻点向日葵社工、社区矫正对象代
表，一起前往医院探望黄某，并送上爱
心善款，鼓励其树立起生活的信心，争
取早日摆脱病魔。

近年来，西区司法所以“以矫助矫，
助人自助”社矫帮扶模式，通过教育矫
正和帮困扶助的有机结合，注重从情感
上、生活上关爱、帮助社区矫正对象和
刑释人员，拉近与社区矫正对象距离，
让其感受到温暖，从内心深处悔罪服
法，认真接受改造，取得了良好的矫正
效果。据统计，西区司法所先后累计组
织开展爱心帮扶服务活动 5次，接受爱
心捐赠 14000余元，共资助社会困难对
象50余名。

困难刑释帮扶人员患癌
社矫对象自发筹款相助

本报讯（记者 李玮玮 ）中山市牵
手助人基金昨日在中山市残疾人体育
协会启动 2019年“为爱骑行”公益骑行
项目，两支队伍将在2个多月的时间内，
分别通过从新疆到中山的自行车骑行
和环游中国（右半边）的摩托车骑行，以

“公益骑行+慈善晚宴”的形式为基金筹
款，致力于改善中山困难残疾人和用于
发展残疾人文体事业。两支队伍均在 9
月初正式出发。

梁钰华是中山市牵手助人基金的
创办人，也是此次自行车骑行队伍 3人
中的一员。她介绍，此次公益骑行共有
两支队伍，一支是自行车队伍，分别由
她和她的先生 Jeremy John Grey以及一
名澳大利亚朋友 Bevan John Cobbe组

成，他们计划从乌鲁木齐出发，一路途
经新疆、甘肃、宁夏、陕西、河南等多个
省份、20多个城市，骑行回中山，预计用
时2个月，累计行程约4300公里。

另一支是摩托车队伍，将由去年完
成环游中国左半边的摩旅爱好者丁华
独自完成，他将于9月上旬启动骑行。他
将从中山出发，途经广东、福建、浙江
等，一路北上至东北三省，再从中部省
份和城市骑回中山，累计行程约 21000
公里。

据了解，中山市牵手助人基金从
2005 年成立以来，截至 2018 年累计拉
动社会资源超过 200 万元，帮扶山区
学子及困难残疾人家庭等超过 1000
人次。

中山市牵手助人基金启动“为爱骑行”公益活动

两支队伍将骑行2个月
为残疾人项目筹款

坦洲镇锦绣阳光花园举办文明社区睦邻文化节

社区微组织圆了居民“善治梦”

文/图 本报记者 徐钧钻 见习生 陈家浩

锦绣阳光花园有住户一万多
户，常住人口超过 4万人，来自五湖
四海的人们，也容易因为不同的生
活习惯产生矛盾。业委会秘书长王
刚说，有的住户脾气比较暴躁，产生
矛盾时甚至想用暴力解决问题，但
在人民调解工作室的介入和调解
下，绝大部分矛盾都得到了妥善处
理。

“有一次，两户住户因为生活习
惯等问题起了矛盾，其中一户拿起
刀子，叫嚣着要用暴力解决。”王刚
说，想用暴力的是一位东北小伙，因
为他的邻居常常把电动车放在楼梯
间，给他的出行造成了许多不便，当
矛盾激化、双方吵得脸红脖子粗时，
东北小伙便拿起刀子威胁邻居。调
委会得知消息后迅速赶往现场拉开
两人，并分别进行了调解。

“对东北小伙，我们晓之以
理，等他气消了些后，我们就从法
律角度告诉他，暴力的行为并不
可取；而对那位广东的邻居，我们
则动之以情，让本来也有些害怕、
只是面子拉不下的他痛快地与东
北小伙互相道歉，问题就这样解
决了。”王刚笑着说。此后，这位东
北小伙隔三差五地给调委会送东
西，以表示对他们工作的支持，

“前段时间，他说自己家要换新的
电视机，硬是把旧的给搬到我们
工作室来了。”

业委会主任朱明海表示，调委
会都是业主中一些老人家，比较
德高望重。成立一年多来，共调解
矛盾 300多起，“起初，需要调解的
矛盾越来越多，但是现在，我们调
解的矛盾次数已经成下降趋势。”

24日晚七点半，坦
洲锦绣阳光花园八期学校球场

上热闹非凡，中山益群社工、广州敏捷
新生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的

工作人员与锦绣阳光花园业主一起，其乐融
融地开展2019年“共建、共治、共享”——“我
爱我家”创建文明社区之睦邻节活动，载歌载舞
地分享业主和物业、社工之间的街坊故事。

据了解，这里最近发生不少喜事、好事
——有街坊捡到3万元拾金不昧，有保安
捉住了多名小偷业主为其点赞……大
家纷纷表示，这与小区近期成立的

若干社区微社会组织的有效
运作分不开。

小区调委会多了不少“和事老” 义务监督队让小区开出“文明花”

在扶贫一线当助手
给旅游规划提建议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8名师生走进云南昭通开展“三下乡”活动

本报记者 徐钧钻 见习生 陈家浩

8月中旬，中山职业技术学院的8名师生不畏酷暑，远赴云南昭通盐津县的中
和镇、柿子镇开展了为期12天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协助当地开展乡村旅游
规划工作、登记危房改造档案、探索建立易地搬迁安置点“青年之家”等多种方式，
为当地脱贫攻坚献出了青春力量。期间，不少青年志愿者收获了感动和思考。

本栏目发布各公益机构举行的活
动、社工招聘、物资交换、志愿者招募、
项目推荐等信息，欢迎来稿。
投稿邮箱:zsyigongchang@163.com

整理 本报记者 徐钧钻

8月 28日，公益好课——灯都益友
之“公益项目策划与管理”培训课将开
课。古镇全民公益园邀请了中山市社会
工作者协会秘书长陈洪、深圳市民生微
实事项目督导王艳，带来一堂主题为“公

益项目策划与管理”的公益课程。让一众
有志于公益活动的热心居民学习充电。

●时间：2019年8月28日
●地点：古镇全民公益园
●报名：0760-22366916

灯都益友有好课
教你如何策划活动

中秋节快到，在偏远的山区，很多
留守儿童与贫苦孩子却难以与父母团
聚，更有些孩子从未吃过月饼。为此，中
山市蓝天家园今年继续开展中秋助学
活动，目前正在招募志愿者。活动将分
为阳春线、梧州同心线、河源线、中山
线、宁康线、岑溪线，分别组织志愿者自
驾前往，为当地孩子带去爱心月饼和相

关学习用品。
●活动时间：9月7日-8日
●报名方式：关注“@中山蓝天家

园”找到相关推文并报名
●月饼收集：即日起至9月11日
●收集地点：蓝天家园总部办公

室、富逸装饰广场客服中心、中山彩意
制衣有限公司等

中秋助学活动
蓝天家园招募志愿者

24 日晚，坦洲锦绣阳光花园
的物管与业主一起，开展文明社
区睦邻节活动。

实践小组协助开展脱贫攻坚档案台账的规实践小组协助开展脱贫攻坚档案台账的规
范化处理工作范化处理工作。。 被访者供图被访者供图

迁坟通告
因公共利益需要，现对槎桥土名“娘奶坳”高压线以南“猪山、杉林山”一带

土地实行征收，需要对所有坟墓、地上物进行迁移。根据市政府《中山市殡葬管
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请上述范围内的所有坟主于2019年8月30日前携带身份
证、户口本等有效证件到所属东区槎桥经联社登记，并于2019年10月30日前
由坟主自行搬迁完毕（不允许就地或在周边土地再作深埋处理）。逾期不迁的，
作无主坟处理，由该项目施工单位负责全面清理坟岗工作。

特此通告。
登记地址：槎桥经联社
登记联系人：唐华亮，电话：88922193

中山市土地储备中心
2019年8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