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广州，社区的活力正被撬动起来。
天河区长兴街， 旧木板做栅栏 、 废旧轮胎变花盆

……近百名街坊化身园丁，在一片荒地之上搭起社区花园，种上豆
角、菜心和番薯叶，待到收获时便送给社区困境长者；

番禺区傍西村， 当地流动儿童在一个工厂天台参加一场别开
生面的故事会。 原来，是制衣厂老板娘阿霞等三位妈妈，在捧着故
事书给孩子们讲故事，为这些孩子的生活增加不少乐趣。

黄埔区大沙街， 社区慈善捐赠站点的设立和长者居家安全改
造项目，一时之间成了社区街坊们热议的话题，居民、企业纷纷捐
款，为 22 户长者完成了居家安全改造，200 人次参与项目的验收。

像长兴街、 傍西村、 大沙街一样掀起社区爱心浪潮的公益行
动，在广州两千多个社区之中不计其数。一个个扎根于社区的社会
组织正多方联动，通过一个个‘小而美’的项目，带动居民或建设美
丽社区， 或关爱陷入困境的邻居……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实现自身
的社会价值。

广州市慈善会相关负责人认为，当下，社区慈善已不再局限于
‘慈善’，而是以‘民生需求’为导向，充分发挥社区慈善帮困扶弱、
盘活资源、激发潜能的作用，日渐渗透到社区治理的方方面面，成
为社区治理的有力驱动力量。

■ 苏小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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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美好社区
广州街坊“花式”撬动慈善活力

社区花园：
一齐建设自己的社区

陈哲铭是一名 70 后，土生
土长的长兴街人。 平日里，他经
营着自己的贸易公司； 走进社
区， 则转身一变成了街道社区
花园的园丁， 打理自己和街坊
一起种下的花草蔬果， 忙得不
亦乐乎。

“花园前身是一片荒地，因
为蚊虫多，谁路过都会避开。 ”陈
哲铭说， 改变发生在 2019 年 5
月，广东省岭南教育慈善基金会
和广东岭南至诚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携手该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通过两场工作坊邀请街坊一同
打造长兴街社区生态园，在社区
推广食农教育。

厚土栽培、起垄种植、搭棚
布道……在华南农业大学林学
与风景园林学院“绘社坊”社区
营造与自然教育团队的指导下，
陈哲铭等近百位街坊拿起旧木
板做栅栏和种植箱、废旧轮胎变
花盆，花了数周时间布置出步道
环绕，种植箱和堆肥箱一应俱全
的生态园。

如今，长兴街社区生态园结
合社工站服务项目，推出了垃圾
分类、为长者送蔬果等活动。 7 个
志愿者家庭在种植箱种植作物，
等作物有了收成，就分享给社区
的困境长者； 如果栽种观赏植
物，也会拿出去义卖，用于社区
公益项目。

在长兴街社区花园建成的
一年后，2020 年 7 月， 从化良口
镇碧水新邨社区花园也诞生了。
这是岭南基金会社区花园的 2.0
版本， 携手良口社工站共同推
进，但在长兴街经验的基础上增
加了协作环节，并在后期丰富了
教育元素。 在碧水新邨社区花园
工作坊上， 村民通过协作环节，

纷纷扮演起设计师。
碧水新邨五保楼里 70 岁的

华叔作为村民代表之一，与多方
代表共同讨论花园的设计方案，
在大白纸上写下自己的想法。 后
来，他拿起锄头除草、清理杂物。
与华叔同住一栋楼的棠伯尽管
行动不便，但只要听到楼下志愿
者大喊一声“我们需要水！ ”他就
会立刻把浇灌花草的水管接上
家里的水龙头，一股清亮的水便
“哗啦哗啦”地洒向花园。

孩子们则纷纷在花园涂
鸦，亲手捡拾鹅卵石铺路，用木
头搭建“昆虫屋”……村民共同
努力，把设计图变成现实：楼下
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 逐渐变
得色彩斑斓。

黄义认为：“花园的建成只
是第一步，接下来，社区的每个
人都需要参与花园的维护和发
展，这是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 ”
他透露，碧水新邨社区花园为此
还在设计中融入了自然教育理
念，如今已开展 2 期自然教育活
动，希望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
活动，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
路，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社区
花园模板，让更多社会资源关注
和推广。

城市支教：
为邻居孩子读故事书

番禺区傍西村外来人口超
过九成， 大多在村里的工厂上
班，因为要经常加班，所以也很
难顾及孩子的需求。 缺少陪伴
的孩子们， 对所在社区更是缺
乏认同。

2018 年 7 月，广东省千禾社
区公益基金会发起了城市支教
项目， 邀请志愿者走进社区，持
续为流动儿童提供高质量的陪
伴和教育活动。

傍西村一个制衣厂的老板

娘阿霞，便是最早加入其中的一
名志愿者。“我是两个孩子的妈
妈，当时是希望让别的孩子也能
喜欢上阅读。 ”她回忆道，“在我
们找开故事会的地方时，一个工
厂老板娘直接把自己工厂的天
台给我们用。 ”

在阿霞的记忆里，工厂只有
嘈杂的机器声，可那天却给每个
志愿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
个工厂因为一场故事会，充满了
阅读声、孩子的笑声。 ”她说，那
位工厂老板娘甚至亲自做了一
桌好吃的菜款待孩子们，“那幸
福的笑容真的忘都忘不掉。 ”

与此同时，傍西村的各个角
落也传来朗朗读书声。 傍西公园
里，红霞带着两个娃，拎着书袋
来到公园，准备就地开一个绘本
故事会。她说，当时自己叫住了 6
个正在追逐打闹的孩子：“要不
要来讲故事，玩游戏？ ”一声“好
哇”， 围拢过来的孩子们马上席
地而坐。

翻开绘本，公园故事会之夜
开启。 等到绘本故事都讲完了，
孩子们却意犹未尽，便开始自己
讲故事，讲笑话，玩脑筋急转弯。
最后， 原本互不相识的孩子们，
竟然一起玩起了篮球。

过去一个多月，千禾在广州
多个外来人口聚居社区召集了
95 位志愿者，为社区带来 459 场
故事会， 服务了 316 个家庭、累
计 4366 人次。

项目负责人梁海荣表示：
“当社区里出现越来越多的读书
会、故事会，社区孩子们能够感
受到社区的友好与温暖，也更容
易喜欢上阅读， 让他们更专注，
更愿意思考问题，阅读能力不断
提升。 ”

在梁海荣看来，这些改变恰
恰需要由社区街坊来参与创造。
一方面，“只要有人参与，我们就
会配备书袋和优质童书，并且传

授活动经验”。 这种低门槛的设
计， 易于鼓励社区居民参与活
动；另一方面设计了四人小组模
式，“志愿者可以互相配合，避免
单打独斗，擅长读故事的、擅长
组织人群的，各有分工”。

梁海荣透露， 接下来，“会
持续开展阅读活动， 并且在此
基础上设计更多适合儿童的社
区课程， 让不同兴趣的志愿者
加入进来， 更全面地支持儿童
的成长；此外，通过志愿者个人
生命故事分享、启动仪式、庆祝
仪式等方式， 加强志愿者的凝
聚力和价值感， 持续稳定地为
孩子们提供服务， 形成有爱温
暖的社区氛围。 ”

耆乐安居：
为困难长者建温馨的家

家住黄埔区大沙街的钟愿
（化名）今年 90 岁，患有高血压、
痛风、关节炎等老人病。 他住的
土坯房门口高高的门槛和台阶，
将行动不便的他困在了房子里。
社工站获知钟愿的情况后，便通
过耆乐安居项目联动党员志愿
者和改造公司工作人员，上门为
钟愿家加装了两个扶手，实现了
他走出去的心愿。

实际上，像钟愿一样有居家
安全改造需求的长者不在少数。
2019 年，由广州市慈善会、广州
市善城社区公益基金会主办，广
州市社会工作协会

协办的“耆乐安居”项目在
广州市各社区实施，为社区长者
提供居家环境改造服务，由慈善
捐赠站点（社工站）连接社区资
源，撬动社区力量给予支持。

为落实该项目， 大沙街在
社区、 学校开展了首次大规模
的义卖、义演活动筹集善款。 在
广州市第 86 中学初中部，不少
学生将项目的筹款链接转发到

了自己的朋友圈和微信群，“星
期五放学后， 学生还和社工一
起义卖，不少老师十分‘给力’
地捐款，并广为传播。 ”聂远芳
说，当时筹集了 5 万余元，帮助
包括钟愿在内22 名长者改造了
居家环境。

而在黄埔街，社工站为了居
家安全改造搭建起安全联盟单
位， 通过街道推荐和自行走访，
带动社区企业、单位、党组织等
参与进来。 此后，有的发动党员、
团员参与前期宣传、 入户筛查；
有的组织亲子家庭参加跳蚤市
场， 为项目筹到了万元善款；有
的施工单位甚至减免了上万元
人工费。

2019 年起，广州市慈善会联
合广州市善城社区公益基金会
推动全市设立社区慈善捐赠站
点、社区慈善基金，旨在以小资
金撬动大服务，用小投入激活大
活力。 广州市善城社区公益基金
会副秘书长罗莹表示， 截至目
前，在广州市慈善会设立的社区
慈善基金有 32 个， 并筹集善款
逾 37 万元， 其中部分资金用于
耆乐安居等项目。

“我们希望以耆乐安居长者
居家安全服务为试点，探索打造
广州市‘社工+慈善’品牌项目。 ”
罗莹透露，“24 个慈善捐赠站点
（社工站） 试点共完成了 291 个
价值不超过 500 元的辅助包服
务，目前来看，居家安全服务的
确解决了一部分长者的痛点。

“但从整体上看，各个社区
慈善基金其实还在探索如何更
好地撬动社区活力。 如何调动志
愿者的积极性，连接更多的社会
爱心资源仍是大家需要思考的
一大问题。 ”她说，“接下来，善城
社区公益基金会培育更多的社
区基金， 从中摸索出可复制、可
推广的经验。 ”

（据《善城》杂志）

碧水新邨社区花园开展自然教育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