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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社区自办“四点半课堂”，探索全新社区治理路径

小学员三年“校外课堂”毕业了
近日，香洲区拱北街道
岭南社区“岭南小太阳”
“四
点半课堂”举办首届毕业典
礼，孩子们戴上小“学士帽”
领取了毕业证书，标志着他
们难忘的三年“校外课堂”结
束了。据了解，
“岭南小太
阳”项目自 2017 年 1 月实施
以来，以课外拓展活动和组
建岭南社区青少年志愿队两
大板块活动为主，探索“校外
课堂”的创新实践。三年来
吸引了近百名青少年参与活
动，共举办活动 60 场次，服
务辖区孤寡老人、居民数百
人次，一支小志愿者队伍逐
渐发展壮大，让孩子们成长
为温暖社会的“小太阳”。
采写：
本报记者 宋爱华
摄影：
本报记者 程 霖

孩子们戴上学士帽领取毕业证书。

探索新路

针对需求 链接资源 开展活动
2016 年下半年，拱北街
道岭南社区“四点半课堂”
项目与之前承办的社会组
织机构的合同到期，在没有
找到合适的社会组织开展
活动的情况下，岭南社区党
委决定由社区全面接手该
项目，探索自办“四点半课
堂”的社区路径。刚刚从北
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心理
学专业毕业、到岭南社区工
作不久的黎梦珊成为该项
目负责人。
“ 我们不能看着
孩子放学后天天呆在家里
打游戏，同时我们也希望通
过这个项目的实施，探索出
一条社区自办公益项目的
道路。”岭南社区党委书记

胡小梅告诉记者。
2017 年 1 月 ，
“岭南小
太阳”青少年拓展项目正式
启动。为了持续增强“四点
半 课 堂 ”的 趣 味 性 和 实 用
性，岭南社区以 2015 年“点
亮小橘灯”项目为基础，发
掘珠海大学生资源，引进北
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和北
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的大
学生志愿者，根据他们的学
科 专 业 特 色 ，推 出 心 理 团
建、科学小讲堂、音乐小课
堂 、绘 画 小 课 堂 等 特 色 活
动。回忆起刚刚开展“四点
半课堂”活动时的情景，黎
梦珊很感慨：
“ 每次搞活动
我都四处打电话，一般只有

七八个人，最多也就十几个
人 。我就让老学员回学校
去发动更多的同学、小伙伴
过来参与活动，每拉一个新
学员进来，我就会给他们一
个奖励。在这种激励机制
下，我们的‘岭南小太阳’团
队开始逐渐壮大，发展到近
50 人参与活动，覆盖的年龄
段从 8 岁到 16 岁。”
随 着“ 四 点 半 课 堂 ”活
动规模的逐渐扩大、内容的
日渐丰富，越来越多的社区
青少年开始加入到这个“校
外课堂”的学习行列中。黎
梦珊在大学时是体育部部
长，加上具有大学社团活动
的实践经验，她为“岭南小

太阳”
“ 四点半课堂”策划了
很多有创意的主题活动。
在“校外课堂”活动方面，岭
南社区联合大学生志愿者
举办科学实验课堂、心理团
体建设课堂等，拓宽青少年
的知识面；在主题活动拓展
方面，结合中华传统节日开
展“我们的节日”活动，如元
宵节、中秋节、春节以及国
庆节等，为孩子们留下童年
的欢乐记忆；同时针对社区
青少年的需求，开展了国学
知识、逻辑思维训练、推理
训练、心理戏剧演绎、国画、
书法、篮球、手工课等方面
的教学活动，深受孩子们的
喜爱。

相伴成长

学习知识 投身社会 志愿奉献
“岭南小太阳”
“ 四点半 始就参加“岭南小太阳”
“四
课堂”在岭南社区党委的引 点半课堂”活动。说起三年
领下，在政府专项资金的扶 时间里的难忘记忆，谢海锦
持下，在三年的时间里走出 说有很多：一起种树、玩游
了一条社区自办公益项目的 戏、学习新知识，
一起顶着烈
成功之路。
“ 四点半课堂”的 日做志愿者、上门为爷爷奶
活动不仅越办越好，还逐渐 奶服务。在动手能力方面发
培养建立起一支“岭南小太 现自己很有天赋，每次手工
阳”
青少年志愿者队伍，
通过 课都能出色完成，极大增强
组织开展文明交通出行志愿 了自信心。
活动、上门为孤寡老人做清
陈镇峰同学的妈妈对
洁服务、与外国志愿者交流 “岭南小太阳”
“四点半课堂”
等活动，越来越多的社区青 赞不绝口：
“我儿子在这里参
少年参与到社区志愿服务活 加了三年的活动，我亲眼目
动中，
成为温暖他人、充满正 睹了活动不断完善、内容越
能量的
“小太阳”。
来越贴近孩子们需求的全过
谢海锦从小学 3 年级开 程。最让我开心的是，儿子

不再沉迷于电脑游戏中，而
是坚持在课堂上学习、到社
区参加各种有意义的公益活
动，身心各方面得到了全面
发 展 ，还 结 交 了 很 多 好 朋
友。孩子现在很多兴趣爱好
的大门就是在这里被打开
的，真的非常感谢社区
‘四点
半课堂’
的启蒙教育、主题教
育，它让我儿子的成长变得
很阳光很精彩。”
“虽然居委会的日常工
作十分繁忙，
但引导辖区青少
年健康成长也是我们社区的
责任。通过这三年的实践，
社
区在办好公益项目方面取得
了宝贵经验，
尤其是看到孩子

们的成长，我们感到十分欣
慰。
”
岭南社区党委书记胡小
梅说。在毕业典礼上，
黎梦珊
和相伴三年的孩子们即将分
离十分感慨：
“刚从大学毕业
社区就给了我这个项目，
这既
是压力也是动力，
三年里我是
和孩子们一起成长的。
”
与“岭南小太阳”
“ 四点
半课堂”
相伴三年的孩子们长
大了，
他们已经成为新一届的
初中生，
但他们不会忘记在他
们生命中曾经有过的这个美
好课堂，
会记得黎梦珊姐姐，
记得无数个第一次的新鲜体
验，
在未来成长的道路上继续
勇敢地向前奔跑。

“香洲治水新 36 计” 入河排口整治
●

香洲区全面推动
前山河入河排口整治

通过改造确保
小区雨污分流
本报讯（记者宋爱华）城市水环
境治理，
源头治理是根本；
源头治理
中，
入河排口整治又是重点。近日，
香洲区前山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
现场指挥部组织前山街道、市生态
环境局香洲分局、区城市管理和综
合执法局、水控集团管网公司、正圆
控股公司等有关单位现场调研翠屏
排洪渠整治项目，全面了解入河排
口整治工作进展。
据了解，目前正圆控股公司已
完成翠屏排洪渠流域内排口的摸排
任务，经过摸排发现翠屏排洪渠主
渠有 7 处污水排口。此外，
翠微路排
洪渠有 14 处、东大排洪渠有 3 处、梅
华排洪渠有 43 处、翠珠一街有 7 处、
翠珠二街有 4 处，
后续将通过工程截
污、雨污分流、执法封堵等方式解决
污水入渠问题。
“我们要弄清楚前山
河到底有多少排污口，通过入河排
口整治专项行动，紧紧扭住入河排
口这个‘牛鼻子’，把基础性数据摸
清楚，为改善前山河流域生态环境
质量提供保障。
”
香洲区有关负责人
表示。
据介绍，目前有关单位正对流
域内的小区开展清污分流工作，各
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项目进度总
体可控。
“现在很多小区住户阳台上
的雨水地漏变成了洗衣机排水地
漏，洗涤废水直接排入雨水井中造
成污染。我们要对建筑排水立管进
行雨污分流改造，让阳台污水与雨
水分开排放。对小区中的雨污混接
点，
我们也将通过工程改造将雨、污
水分别接入对应的雨污水管网，从
而实现正本清源。
”
正圆控股公司有
关负责人表示。

竹苑社区举办敬老活动

老少同乐 其乐融融
本报讯（记者纪瑾）日前，吉大
街道竹苑社区在竹苑幼儿园举办了
一场敬老活动，社区长者和竹苑幼
儿园的小朋友们一起做游戏、品美
食，
老少同乐，现场一片欢声笑语。
本次活动由竹苑社区党委联
合珠海贝尔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共
同举办。活动伊始，社区老人代表
在全园师生的热烈掌声中入场，并
观看了竹苑幼儿园大班小朋友表
演的《古诗词朗诵》
《健康操》
《手鼓
舞》，三场表演将现场氛围推向了
高潮。
接着，小朋友将自己制作的精
美礼物送给老人，并为老人按摩。
最后，
小朋友和老人一起切蛋糕、品
点心，
全场同唱《相亲相爱一家人》，
整个活动充满温馨气息。已年过八
旬的陈爷爷开心地说：
“第一次和这
么多孩子一起做游戏，充分感受到
孩子们对老人家的爱心。
”
主办方介
绍说，
通过活动，
不仅使老人感受到
了暖暖的爱，同时也在孩子们幼小
的心中播下了一颗尊老、爱老、助老
的种子，
营造社区尊老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