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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相关报道见03版塞尔维亚 哥斯达黎加

如何突破社区发展治理中的问
题和“瓶颈”？在全市开展的“建设新
天府 贡献金点子”活动中，青羊区
府南街道石人北路社区党委书记王
琮，针对社区发展治理现状和瓶颈，
提出了他的建议：坚持党建引领，
通过“党建+”的模式，将党建与社
企联动、服务平台、平安社区、社会
组织、多元参与结合起来，实现社
区管理和服务更加精细化，社区党
建更加多元化，让居民更有获得
感、归属感。

在社区党建的创新中，既要培
养院落“带头人”，多种方式宣传征
集居民“金点子”，也要引入高校、科
研院所、社会组织等进行技术指导
和专业培训。“通过坚持党建引领，
社区治理精细化、多元化，我们要让
群众表达诉求更畅通一些，日常生
活更方便一些，居住环境更安稳一
些，心理体会更幸福一些，切身感受
更温暖一些。我总结起来，就是‘五
个一些’。”王琮说。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郑鑫

热闹/ 口令一响，同时开吃

远亲不如近邻。很多人都怀念着
住平房、家属院的时光，哪家有好吃
的，见者有份；哪家有事，大家一起帮。
6月14日11点左右，在青羊区优品道广
场上，象征着邻居亲如一家的社区端
午百家宴活动准时开场了。

来自东坡街道清水河社区9个院
落的居民们，端出了200多道各自拿手
的佳肴，几十张桌子摆成的两道展板
上，东坡肘子、麻婆豆腐、鱼香肉丝、辣
子鸡丁、糖醋排骨、蒜泥白肉、川香水
煮鱼、香辣啤酒鸭等各式多元化菜肴
及美味小吃，由大家纷纷呈上，饕餮盛
宴吸引了200多人参加。现场，还有来
自德国、意大利的18名外国留学生受
邀而来，体验了一番“成都味道”。

这项由清水河社区统筹指导，9个
院落居民自主组织参与的百家宴活
动，每个居民都可自主报名，若参加，
便要带上自己的一项拿手好菜。每一
道菜都是居民事先买好食材，在家做
好后，再端到现场的。

中午12点左右，人流涌动，百家坝
坝宴准备到位，社区志愿者口令一响，
大家纷纷挑选着自己心仪的各式菜
肴，品尝起来。霎时间，碗筷声、点赞声
和欢笑声不绝于耳，场面格外壮观。

大厨/ 她带来八道菜

据清水河社区介绍，按照活动安
排，每个居民制作1到2道菜，以1道为
主，大约有190多位居民都带来了他们
的拿手好菜。优品道小区的杜敦阿姨，
是其中的典范之一：一周前，社区活动

推广前期，她便主动报名；身为小区合
唱团的成员之一，她还带来了其他十九
位合唱团成员，踊跃参与；在姐姐的帮
助下，杜阿姨一共带来了8道美食！“早
上7点就把菜买回来了，做了两个多小
时，有土豆烧牛肉、清炖排骨、锅贴、银
耳羹、炸虾片、麻婆豆腐、小米粥和小笼
包。”杜阿姨向成都商报记者细数着自
己做的几道菜肴，她还说，由于担心活
动火爆，大家吃不饱，她做的菜都用大
锅盛放，再用拉快递的推车拉到活动现
场，因此还“不小心迟到了几分钟”。

亲热/“让我有回家的感觉”

今年63岁的杜敦阿姨来蓉9年，老
家在巴中，在退休的悠长时光中，虽然
参与了很多社区组织和活动，但往昔
敞开大门拉家常、情意浓浓的邻里情

一直是她向往的场景，“还是第一次和
其他小区聚集在一起搞活动，让我有
一种回家的感觉，当时准备了很多，心
里真的很感动。”杜阿姨说，就如同合
唱团的傅大姐做的“大团结”一样：卤
的鹌鹑蛋、新鲜毛肚和西兰花的搭配，
不仅造型上“团团圆圆”，营养价值也
十分均衡，看得人分外眼馋。

清水河社区向成都商报记者介
绍，早在2017年底，社区便向居民们征
集意见，大家献计献策，最终产生了这
个点子。为了不耽误大家的节日安排，
百家宴提前至端午节之前的6月14日
开展。“当天，从11点准时上菜，11点50
开始，13点结束。之后，还包含了包粽
子、五色绳编织、缝香包、画蛋等民俗
体验活动。”社区工作人员告诉成都商
报记者。
成都商报记者 戴佳佳 图据受访者

慕名而来
竹艺村里，感受地道民俗

“这两天太打挤了。”6月17日下午
3点，当记者联系到遵生小院经营者冯
玮的时候，她正忙着给坐在遵生小院
里的五六名游客讲解制作香包的药材
特性，趁着游客低头缝香包的空隙，冯
玮才抽空和记者聊几句。

这已经是冯玮今天组织的第二场
手工活动了。“以前我通常会建议客人
们上午10点半到小院，放了东西，喝口
茶，然后去爬爬健身步道。回来正好吃
中午饭，午饭之后，下午可以体验各类
民俗手工活动。”但这个流程在端午节

期间完全行不通了。冯玮说，端午节每
天在遵生小院预订简餐和下午茶的游
客超过了30人，做香包、包粽子、包水
饺……这些民俗手工活动也由以前每
天一场、每场五六人的规模，增加到了
每天两场、每场10多人的规模。

冯玮坦言，这个端午节，自己全家
已经齐上阵了，目前虽然能撑下来，但
她已经在考虑增加人手，“培养一些兴
趣爱好相投的年轻人一起将传统文化
的内涵传播出去。”冯玮告诉记者，遵
生小院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她
也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增加人手保
证目前正常运转的同时，她还想研发
更多更有意义的活动。

在竹艺村里，有“遵生小院”“竹

里”“三径书院”“来去酒馆”“竹编博物
院”……这一系列根据原有农家院落
改造而成的功能区，构成了川西林盘
典型代表，中国民间文化艺术竹编之
乡——竹艺村的独特韵味，听风赏竹、
烹水品茶，还能欣赏当地竹编匠人的
手工艺品，被吸引的并不仅仅是周边
游客，外国游客也慕名而来。

“游客特别多。”崇州市道明镇党
政办主任方科告诉记者，仅6月17日
上午到下午3时许，保守预计游客量
已经突破2000人，较平常翻了一番，

“游客来源基本以家庭出游为主，其
中一部分外地游客和外国游客也专
程前来，感受不一样的乡村田园风光
和民俗文化。”

圈粉无数
绿道串起古老与现代

“说实话，在丈夫决定端午来蒲
江明月村时，我不大乐意。”说这句话
时，刘丽正兴致勃勃地沿村内绿道行
走。事实上，从端午小长假第一天起，
明月村就屡屡刷新了刘丽对这个“网
红村”的认识：夜间蛙声一片，清晨鸟
鸣清灵，顺着绿道而行，不经意间就会
与古老的明月窑和现代陶艺村不期而
遇……

刘丽正在散步的这条绿道，全长
1.6公里，今年1月刚刚完工，绿道上铺
设了5厘米厚的透水混凝土路面，虽然
最近几日雨水频繁，可是绿道上却没
有丝毫积水。“没想到还有这样的耍
法！”刘丽告诉记者，被绿道串联起来
的明月村周边，是她这个端午节最惊
喜的目的地。“一条绿道将明月村核心
区的17个文创项目串联成一个景观环
线，昨天我们一家人就沿着绿道彩色
的路面一路骑行，参观了有300多年窑
龄的明月窑，吃了顿农家饭，在阳光房
体验草木染……”刘丽告诉记者，最有
意思的是，一家人还在传统手工艺人
的带领下，学习了用蒲草编制香囊，学
习到了不少端午民俗知识，“这才是旅
游本来的样子，我宣布，自己已经被圈
粉了！”

刘丽说，剩下的假期，一家人还计
划顺着绿道串联起的成佳镇万亩茶
乡、石象湖风景区、大溪谷生态旅游度
假区等处，感受这条独一无二风景线
的绿色生态之美。

被实力“圈粉”的游客不在少数。
据明月村项目负责人陈奇介绍，在端
午小长假前两日，明月村接待游客数
量超过了5000人，村里10多家民宿的
100多个床位，早早就被预订一空，“一
条绿色的丝线，把陶艺、草木染、设计、
艺术教育等等串成一条环线，成为一
条集慢行生活、休闲旅游、生态保护及
民俗体验于一体的好去处。”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摄影记者 陶轲

今年的端午假期恰逢“父亲
节”，热闹的天府绿道成为市民们
度假过节的首选。记者昨日探访了
桂溪生态公园，捕捉到这里的温情
时刻——或是拿起画笔，用色彩描
绘绿道之美；或是骑上单车，用行
程度量绿道之长。假日的成都，在
这样的温情时刻尽显“安逸生活”。

6月16日，家住双林路的邓沛怡
早早就计划好了给爸爸的礼物——
一幅桂溪生态公园的写生图。9岁的
邓沛怡已经有两年的绘画功底，但
此前大多是对着绘画室的雕塑作
画，或是临摹名家作品。首次外出写
生，邓沛怡选择了离家10公里的桂
溪生态公园。这还要归功于市文广
新局在端午节假期组织的“小画家
锦城绿道采风之行”。在现场，来自
成都画院等本土艺术单位的知名画
家，为参加活动的小朋友们进行构
图、颜色、投影等方面指导。

绿道之美不仅在小画家的笔
下，随着建设的加快，关心绿道的市
民选择骑上单车，用骑行丈量绿道之
长。来自西昌的陈爷爷和老伴都已经
70岁了，两人的共同爱好是骑车。“我
们住在附近，可以说是看着公园慢慢
修起来的。”在陈爷爷看来，这样的变
化背后，正是城市快速发展的缩影。

从去年开始，陈爷爷和老伴骑
车去了天府公园、兴隆湖等的绿道，
骑行里程超过50公里，真正用车轮
记录了绿道建设进程。来自中和骑
行队的王秦也是桂溪生态公园的常
客。每天早上，他都要用自己那辆
曾经到过拉萨的自行车，在公园里
骑行10公里。“从前我们都是沿着
公路骑车，确实存在不安全的因
素，如今每条绿道都设有自行车
道，对骑友们很友好，也体现了成
都的人情味。” 成都商报记者 邹悦

6月14日当天，百家宴现场很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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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端午小长假
天府绿道、川西林盘成网红“打卡”地

沿 着 幽 静
的绿道，邂逅古
老的明月窑和
现代陶艺，拾一
把蒲草，跟着传
统手工艺人一
起编一个精美
的 香 囊 …… 这
个端午节，将绿
道田园与传统
文化相结合的
天府绿道、川西
林盘旅游线，俨
然一副“网红”
打卡地的姿态，
崇州竹艺村、蒲
江明月村更是
持续火爆兴旺，
其中明月村在
端午小长假前
两日，游客量就
突 破 了 5000 人
次，10多家民宿
全部满房，而在
竹艺村，游客量
也较平常翻了
一倍以上。

如何突破社区发展“瓶颈”？基层社区书记建议：

社区治理需要更精细化、多元化

9个院落，200多人，200多道拿手菜

社区百家宴 邻里庆端午
你 做 了 土

豆烧牛肉、清炖
排骨，我带来银
耳羹，她端来鹌
鹑蛋、新鲜毛肚
和西兰花精心
烹 调 的“ 大 团
结 ”……9 个 院
落 ，200 多 人 ，
200 多 道 菜 ，几
十 张 桌 子 ——
觥筹交错，其乐
融融。

14日，一场
声势浩大的百
家宴在优品道
广场上热闹进
行，9个院落的
居 民 ，端 出 200
多道各自的拿
手佳肴，一起聚
餐。大家打开大
门拉家常，邻里
情意浓浓。

天府绿道，端午好热闹

童心绘初夏
骑车享安闲

邛崃素有中国白酒原酒之乡的
称号，邛崃原酒已销售到全国20多
个省市自治区，从而有了“邛酒勾兑
天下”的说法。成都市人大代表、邛
崃市临邛工业园区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主任崔艳建议，白酒产业是
成都市的优势传统产业，应趁着目
前白酒产业复苏态势，加快助推川
酒抱团发展，并探索酒旅产业融合
之路。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庄灵辉

建设新天府 贡献金点子

市人大代表、邛崃市临邛工业园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崔艳：

白酒产业发展新模式：川酒抱团、酒旅融合

6月16日，小朋友在桂溪生态公园写生

竹艺村的竹里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