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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阳院

2020年将打造 50个“和美
邻舍”社区服务综合体

日前袁 浙江省东阳市城东街道单良
村便民服务中心投入使用遥 焕然一新的
服务中心门楼上的野中国社区冶尧野和美邻
舍冶 Logo 标识格外显眼袁 走进服务大
厅袁办事区尧休息区尧自助服务区等功能
布局齐全遥

为加快田园社区建设袁 整合社区服
务功能袁拓展社区公共服务空间袁近日袁
东阳出台叶关于推进野和美邻舍冶社区服
务综合体建设的实施意见曳袁要求五星级
田园社区必须建设野和美邻舍冶社区服务
综合体袁 鼓励其他基础条件较好的三星
级田园社区建设野和美邻舍冶社区服务综
合体袁到 2020年底袁东阳全市打造 50个
左右各具特色的野和美邻舍冶社区服务综
合体遥

据介绍袁根据社区实际袁野和美邻舍冶
社区服务综合体建设将充分整合利用原
有资源袁科学设置功能站室袁立足居民服
务尧协商议事尧文化教育尧社会组织培育
等四大功能定位袁 打造服务新空间遥 同
时袁着眼居民需求袁以全方位尧全过程尧全
人群野三全冶服务为目标袁落实各项为民
惠民政策袁不断提升社区治理能力袁有效
改善社区人居环境袁 让城乡居民的幸福
感获得感持续增强袁 为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奠定良好基础遥 蔡凤 周志伟

梅村街道院

香梅一社区举办插花活动
为了培养社区女性居民对园艺的

兴趣袁 让插花艺术走进社区尧 走进生
活袁提升社区女性居民的艺术涵养遥 1
月 24日袁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梅村街
道香梅一社区妇联携手国联证券举办
了一次以 野幸福花开冶为主题的插花活
动袁带领社区女性领略古典与现代的传
承之美袁感悟生活的自然真谛遥

张艳 崔寿伟

常兴里社区院

常来常往 文化“走亲”
面带微笑尧怀揣真诚尧不忘初心尧继

续前进噎噎近日袁 丛台区联纺西街道常
兴里社区常来常往巾帼志愿者们来到东
官庄文化大院袁开展文化野走亲冶交流活
动遥

野永远跟党走冶野不忘初心尧 牢记使
命冶野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冶 噎噎在东官
庄文化大院内袁 一幅幅书法作品讴歌了
新时代尧新思想尧新理论遥 社区志愿者与
农民书法家现场切磋书法尧 传递文化信
息尧交流党建理论袁大家思想碰撞后得出
结论院农民生活富裕尧文化硕果累累是改
革开放 40周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袁
只有不断坚持野四个自信冶袁才能不断满
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遥

吴超 高楠

1月 22日袁2019全国社区网络
春晚新闻发布会在武汉召开遥

会上介绍袁1月 19日来自全国
社区的 1000 多名草根野民星冶齐聚
武汉袁参与 2019全国社区网络春晚
汇演袁武汉有 14个社区报送的节目
参与汇演遥 小品尧歌舞尧戏曲等节目
轮番上演袁晒生活变迁袁演绎对幸福
生活的喜悦袁唱出了对祖国的热爱遥
晚会将于农历大年初五 19时 35分
在湖北卫视尧 中国社区网尧 爱社区
App首播袁新华网以及长江网等 300
多家网站袁30多家电视台尧广播电台
将同步播出遥

家国情怀让野年味儿冶更浓
国家一级导演尧 湖北卫视副总

监朱新农介绍袁 本届全国社区网络
春晚牢牢抓住 野改革开放 40周年冶
野祖国 70周年华诞冶野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冶野脱贫攻坚冶野军运会冶野家
风建设冶等主题袁最大的亮点就是立
足社区来创作袁紧紧围绕居民生活袁
反映老百姓的新面貌尧新变化尧新气
象尧 新风尚袁野节目具有浓浓的社区
味儿袁非常接地气袁礼赞新时代袁充
满家国情怀和正能量冶遥

小品叶变迁曳讲述了一个公共厕
所在不断升级换代中发生的人与
事袁体现了改革开放 40年以来居民
生活条件的巨大变化遥 小厕所牵系
着大民生袁小厕所折射出大时代遥

武汉市江夏区龙井社区报送的
小品叶下棋曳再现了一大批中国人舍
小家为大家袁 奋斗在祖国最需要的
地方袁 这种浓浓的家国情怀让人热
泪盈眶遥 在江西婺源袁172个村庄的
8万余居民相继晒出了自家的野微家
训冶袁传承了好家风尧淳化了好乡风遥

汇演现场袁全体起立高唱叶歌唱
祖国曳袁大家挥舞着小红旗袁现场一
片红色的海洋遥 叶我们的祖国歌甜花
香曳叶中国袁 中国袁 鲜红的太阳永不
落曳叶共和国之恋曳 等多个爱国歌曲
不断袁唱响时代赞歌遥 文艺志愿者张
永林说院野祖国在不断发展进步袁每
个阶段都在展现着新的风采遥 冶袁方

杰说院野祖国的繁荣昌盛离不开每一
个国人的努力袁 我们都应该为实现
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遥 在全国社
区网络春晚的舞台上袁我要耶喊爷上
全国社区居民一起撸起袖子加油
干浴 冶

邻里守望让社区更温暖
王波介绍袁 全国社区网络春晚

是社区居民的精神年夜饭袁 同时也
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阵
地遥 本届全国社区网络春晚积极推
动 野邻里守望冶 志愿服务活动的开
展袁一个节目就是一堂生动的党课袁
一个社区网络春晚专场就是一场志
愿服务活动遥

汇演现场袁 当主持人宣布将发
放 3 张军运会志愿者野直通卡冶时袁
台下瞬间沸腾了袁 观众们纷纷举手
报名袁希望成为武汉军运会志愿者袁
以文明形象尧 志愿服务行动为城市
代言遥 曾东静是一名社区爱心食堂
的厨师袁 现场她端出一份专门为军
运会设计的菜品 野金鲤耀东方冶袁自
荐说院野我平时在社区为行动不便的
老人们做饭袁 军运会期间我也可以
为运动员尧志愿者们做饭遥 冶

2019全国社区网络春晚征集居
民身边的好人好事故事 1265个袁社
区居民和文艺志愿者通过快板尧歌
曲尧相声等文艺节目宣传正能量遥 如
江西刘将军庙社区的合唱 叶我爱社
区我的家曳尧武汉十里景秀社区原创
的三句半 叶社区妈妈志愿接送团曳
等袁 我们通过全国社区网络春晚的
舞台袁 让这些满载正能量的节目在
社区中巡演袁在居民中传诵袁营造了
当好人尧存好心尧做好事尧有好报的
好人氛围遥

全国社区网络春晚发起的 野邻
里守望窑社区志愿服务冶项目袁先后
共有 6000 多个社区各界民众参与
爱心捐赠袁 各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
920余场袁1万多人通过野邻里守望冶
项目得到社区志愿服务帮助遥 社区
志愿者们为孤寡老人打扫卫生袁为
困难家庭送年货尧写春联袁为农民工

送车票袁为留守儿童辅导功课袁我们
努力做到 野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
队冶遥 野邻里守望窑社区志愿服务冶项
目在全国开展得有声有色袁 我们评
选了优秀志愿服务项目 50个遥

野互联网+冶让居民参与更便捷
在移动互联网端进行开发尧传

播和互动袁 成为本届全国社区网络
春晚最大的创新遥 全国的社区居民
通过爱社区 App袁 可以随时随地自
拍精彩表演袁 也可以拍下身边好友
的生动表演袁实时上传网络平台袁让
网络春晚传播更广泛尧互动更频繁遥

王婧介绍袁 本届网络春晚非常
重视短视频的移动传播袁 希望让这
场群众文化活动触达到更广泛的人
群袁8岁小朋友到 80 多岁的爷爷奶
奶都能够随时随地看春晚尧评春晚遥
在爱社区 App的网络春晚活动频道
中袁18923个社区的居民通过手机参
与活动袁报送各类节目 14832个袁近
400万人次进行转发尧点赞遥

这一次的野社区达人秀冶栏目既
有现场专场的展示尧PK袁又可以在爱
社区 App 上进行野打榜冶袁各地的收
藏达人尧 手工艺达人共计展出了居
民拍摄的老物件尧精美手工艺品 774
件袁这些老物件尧手工艺作品浓缩了
变迁的时代记忆袁 印证了改革开放
40年来的巨大成就和今天来之不易
的幸福生活遥 社区达人创新艺术形
式的图片尧 视频在网络上得到更多
居民点赞袁带动了更多居民尧年轻人
通过网络春晚的活动袁 在各地社区
掀起了一波又一波传递匠心精神的
热潮遥

下一步袁爱社区 App的野网络春
晚活动频道冶 将成为固定栏目袁野达
人榜冶将常年开展各种达人评选遥 王
婧介绍袁我们还将用短视频平台尧微
信公众号等更多移动端应用袁 让老
百姓通过手机随时随地看到喜爱的
节目袁 通过微视频及时展现自己的
绝活尧展现老百姓的美好生活袁让我
们的社区居民足不出户尧 随时随地
享受精神大餐和文化盛宴遥

1000多名草根“民星”参演

为进一步彰
显梅村及无锡民
族音乐的文化特
色袁更好更有力地
宣传野中国二胡之
乡冶尧野无锡梅村冶尧
野二泉映月冶 等文
化品牌袁让高雅的
民乐文化普惠无
锡百姓袁有力地推
动无锡乃至中国
民乐文化的大发
展尧大繁荣袁近日袁
野无锡梅村 2019
耶中国二胡之乡爷
新年民族音乐会冶
在江苏省无锡大
剧院歌剧厅隆重
上演袁给无锡市民
带来一场视觉与
听 觉 的 饕 餮 盛
宴遥 方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