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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共建 创享冬奥
亚运村街道举办传承亚运精神主题活动

随着 2022 年冬季奥运会脚
步临近，亚运村街道已进入“冬奥
时间”， 为了宣传民族体育精神，
展示冬季奥运会项目，彰显亚运
村街道特色，8 月 22 日下午，亚
运村街道在北中轴景观大道启
动“守望共建 创享冬奥”亚运村
街道传承亚运精神主题活动，活
动由“守望共建 创享冬奥”创享
计划各提案团队、辖区居民、公益
志愿服务企业共同参与。

亚运村街道因 1990 年亚运
会而诞生，既是当年亚运会的举
办地， 也是 2022 年冬奥会冬奥
村的所在地。奥运和亚运村有着
不解的情缘，志愿精神、共建共
享，需要不断去传承。

亚运村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蔡林在启动仪式上表示：“社区
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今年经
历疫情这场大考，让我们看到邻
里守望相助的精神，我们希望有
更多的伙伴一起加入社区家园
的守护和建设，也希望和你们一
起建设美丽的亚运村。 ”

据蔡林介绍，此次活动主题
贯彻落实“绿色、共享、开放、廉
洁”的办奥理念，提倡大家以骑
行或徒步这种绿色的出行方式，
参加我们设计的环保体验游戏、
民族风情展示、真人历史讲解等
互动环节，在全民健身活动中了
解体育精神和文化故事，感受亚
运村街道的特色，用这种别具特

色的方式来迎接冬奥的到来。
在亚运故事区听亚运老人

讲述亚运故事；在非遗体验区体
验地区非遗传人设计雕刻的冬
奥主题篆刻印章；在冬奥游戏区
体验“你来比划我来猜”猜冬奥
项目； 在中华民族园学跳民族
舞、学习民族文化、体验陆地冰
壶游戏……

游戏环节的开展，让居民们
在游戏中见证了北京城市文明
的发展，回忆亚运会、北京奥运
会，展望北京冬奥会，近距离体
验冬奥项目， 让居民们关注冬
奥，爱上冬奥。 用这种方式来迎
接冬季奥运会，宣传亚运村街道
的体育精神与文化。 （李庆）

2018 年 7 月，禅城区在全区
全面铺开共享社区建设，社区里
的街坊，通过物品、技能、活动共
享，捅破“最熟悉陌生人”的一层
窗纸，让温情脉脉的睦邻友好关
系回归社区。

重构社会信任机制
88 个社区建设“共享社区”

如今，有些社区里，居民彼
此不认识、交流少，给基层治理
带来挑战。 广东佛山禅城区的破
解之道是建设“共享社区”，整合
社区资源，促进服务共享，增进
居民的认同感、归属感。 线上通
过手机 APP，智能匹配居民的需
求与可共享的技能和服务；线下
有共享空间，居民把闲置物品放
在一起，可以按需取用。 此外，禅
城设立身份认证机制，保护居民
的安全与隐私。

“年轻时学的那点技术，退
休后派上了用场。 装水龙头、通
下水道、 修小电器……隔三差
五，总有邻居来找。 ”家住广东省
佛山市禅城区红叶新天地小区
的 73 岁老党员李可琛说， 邻居
在网上看到他懂修理，有事就请
他帮忙，一来二去，他结识了不
少朋友， 常坐一起谈天说地，不
再整天闷在家里。

禅城区市民结构多元化、诉
求个性化，外来人口与户籍人口
比接近 1:1。 大家虽住一栋楼、一
条街、一个小区，但大多形同陌
路，给基层治理带来新挑战。

去年，禅城区以老旧社区最
集中的祖庙街道为试点，整合社
区资源，促进服务共享，消除“陌
生人社区”这一痛点。 今年 7 月，
禅城 88 个社区全面铺开建设

“共享社区”，营造“人人为我、我
为人人”“相互信任、 相互帮助”
的氛围，重构社会信任机制。

禅城区委书记刘东豪说 ：
“邻里多交往，互相熟悉，增进感
情，矛盾就少了，认同感、归属

感、获得感就强了，社会治理也
变得简单温馨起来，共建共治共
享自然就落到实处。 ”

有物出物有力出力
共享项目不断细化

禅城区的“共享社区”，起步
于“一屋一网”。 其基本思路是，
小区开辟“共享小屋”，集中存放
居民闲置的工具、衣物等，大家
各取所需，互通有无；社区创建
共享 APP，录入小区居民需求信
息、服务技能等，随时点击，对接
需求。

退休老人候毅明是普东社
区的一名志愿者。 暑假期间，他
主动提出“共享时间”，愿意帮助
邻里集中照护孩子，解决上班家
长的后顾之忧。 他说：“趁身体还
可以，为社会贡献一份力，也可
以带动更多人参与志愿服务。 ”

线上点对点、 线下面对面。
禅城区“共享社区”利用大数据
技术，定位、识别、匹配，精准对
接服务，逐步改变“拥有”“专享”
旧观念，营造“信任”“合作”新氛
围。 线上，有党群服务中心信息
平台、共享社区 APP 等，居民只
要下载手机客户端，点击自己可
供共享的技术、资源或所需服务
信息等，“需求清单”与“服务清
单”会智能对接。 线下，全区开辟
了 66 个共享物理空间， 大家可
拿出闲置的梯子、锤子、玩具、手
推车、图书等物品，供有需要者
取用。

“既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
解决了居民日常生活烦恼，也符
合生态环保理念。 大家把‘共享
小屋’ 视为自己家， 对邻居、物
管、 街道干部的信任度大大增
强，参与共享者越来越多，服务
对接内容不断丰富。 ”培德社区

党委书记蔡海萍说，培德社区向
小区“共享小屋”捐赠了电子血
压计、血糖仪、轮椅、拐杖等家用
医疗器具，举办老年人居家照护
技能、“三高” 防控健康等讲座，
不断细化共享项目。

设置积分机制
唤醒“沉睡资源”

“共享社区”刚问世时，居民
的戒备心强， 参与者寥寥无几。
禅城区委组织部门经过反复调
研，决心创新思路，让党员带头
上网登记，共享物品、技能等。

祖庙街道塔坡社区党委通
过“公民道德课堂”“社区党委书
记上党课”等平台讲述先进典型
的故事，带动更多党员、群众参
与共享服务活动。

“头正身直足平，眼离纸面
一尺，手离笔尖一寸，胸离桌缘
一拳。 ”在塔坡社区儿童助托义
教课堂，禅城区硬笔书法协会主
席连銮权讲解书法姿势，小朋友
们听得津津有味。 连銮权说：“我
是新佛山人，10 多年来得到过很
多人帮助。 现在参与社区共享志
愿服务， 以一技之长帮到别人，
我觉得很开心，也是回报社会。 ”

为了“共享社区”能可持续
发展，禅城区设置了“服务得积
分、积分享爱心”管理机制。 社区
党员参与共享服务，均可量化为

“爱心积分”，存入“爱心银行”，
可凭积分兑换自己所需服务。 迄
今，禅城区“共享社区”APP 注册
人数 2.4 万， 参与活动者达 5 万
多人次， 提供共享物品近 1.3 万
件、共享技能 30 余种，受益者超
2.1 万人次。

“一融合二激励三共享，‘共
享社区’是多赢之举。 ”禅城区委
常委、组织部长方岳明说，这样一
来可以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破解
组织力弱化难题，人人参与、人人
尽力、互惠互利，唤醒社区“沉睡
资源”，“陌生人”变“老熟人”。

数据技术助力
安全更有保障

网络虚拟空间人员身份不
易确认，共享服务过程中如何保
证安全和隐私？ 禅城区将区块链
技术与大数据结合，设立 IMI（我
是我）身份认证机制，实名注册，
全程留痕， 确保身份真实可靠，
保护居民个人隐私。

“区块链技术是计算机技术的
创新应用，具有可追溯、不可篡改、
相互佐证、自我加密等特点。 我们
用之于共享社区建设，让真实个人
与虚拟身份产生强关联。通过身份
认证，大家可以确认对方真实的数
字身份、信用记录、活动痕迹等，让
共享服务互信、持久，赋予数字时
代信用社会新内涵。 ”禅城区数据
统筹局副局长郑小广说。

马乐是新搬进华强小区的
一位年轻姑娘，免不了要安装些
小家具。 她想自己动手，却缺少
工具，找别人帮忙吧，又不太放
心。 她尝试登录 APP 共享空间，
发现同小区的肖阿姨发布了共
享工具箱，而且评价高、信誉好，
便大胆致电联系。 一借一还，马
乐和肖阿姨很快成了老朋友，经
常相约一起运动、出游。

在塔坡社区一间“共享小
屋”，货架上整齐摆放着玩具、纸
张、衣服、烤箱、工具箱等物品。
门口墙上列明四大“共享品牌项
目”———图书共享、 文化技能共
享课堂、物品共享、儿童助托。 塔
坡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谭
翠婵介绍：“我们开展社区共享
服务之后，有助于打破人们戒备
心理， 推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走向现代城市熟人善治社区。 ”

目前，禅城区正加强“共享社
区”大数据分析，推动公共服务精
准化、均等化、可控化、便利化，努
力打造共通共融、 闭合稳定的治
理格局，力争继续创新社会治理、
优化民生服务。 （据《人民日报》）

广东佛山：“熟人社区”是这样炼成的？

亚运村街道传承亚运精神主题活动启动仪式

� � 北江社
区共享物资
专区

� � 在社区进
行技能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