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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治理·齐参与 

丹灶镇社会治理动员体系案例分享 

背景：新型特色社会动员体系试点工作动态 

今年南海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探索建立党组织统筹的新型社会动员体系，打造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南海区社工委及时出台《南海区试点建立新型特色社

会动员体系工作方案》，方案计划通过建立社区公共活动空间，设计社区活动、社区服

务，鼓励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逐步建立人的动员体系。全区遴选了 30 个社区作为

试点，探索实施社会动员体系工作。其中，我镇的试点社区包括：金宁社区、沙滘社区、

下安村委会、罗行社区。为了破解社区治理中动力不足、能力不足、资源不足、参与不

足等问题在区社工委的指导下，我镇 4个试点社区积极联动镇社工委和创益中心，从实

际出发研发实施服务，各试点的工作各有特色，精彩纷呈。 

【试点动态】丹灶二小副校长 带领沙滘妯娌动起来 

人物背景：她，是丹灶二小副校长黄庆芬，

是沙滘社区的居民，也是丹灶文化站话剧组成

员。她推动“婶姆戏剧组”草根组织的成立，她

通过构思编排节目感染身边的人，共一次筹得超

6000 元的爱心善款......下面一起来听听她的

故事。 

故事缘由：这个故事要先从南海区丹灶镇沙滘社区爱心  基金说起，沙滘社区爱心

基金于 2013 年由社区内热心人士发起成立，筹集的资金主要用于帮扶社区弱势群体、

爱心奖助学等。沙滘社区爱心基金举办的 6年来，一直影响着沙滘的学子们。今天的故

事主人翁黄庆芬是丹灶二小副校长，她的女儿吴同学曾受到获得沙滘奖教奖学基金的激

励，于今年中考如愿考入了桂城中学。对此，黄老师感受颇深：有了基金的支持和鼓励，

沙滘学子们更加珍惜学习的机会，充实自己，报效社会！ 

故事经过：在机缘巧合下，黄老师受邀参加筹备沙滘社区爱心基金慈善晚会的会议。

会议上黄老师了解到沙滘社区是南海区“新型特色社会动员体系”30个试点社区之一，

正积极动员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建设、社区治理工作当中。黄老师马上萌生一个想法：

是否可以动员更多的社区居民，参与到慈善活动当中，共同助力奖学爱心基金的筹款，

汇聚社区力量圆更多社区学子的成长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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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齐参与   

正是这样一个想法，黄校长召集社区内几个妯娌商量大计，决定成立“婶姆戏剧组”， 

一起构思节目编排，并开启了她的“编剧”、“导演”之路。从台前幕后的各种安排到

人物形象的设计等黄校长都亲力亲为，并且亲自演绎其中一个角色。她们利用晚上或周

末时间进行排练，因为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通过节目感染身边的人，关注社区的

未来，汇聚社区各界的力量，传播互助正能量，鼓励沙滘学子在学习的道路上驰骋，共

创美好明天！ 

功夫不负有心人，于 7 月 24 日晚第六届沙滘社区爱心基金慈善晚会上，黄老师主

导的小品《爱的呼唤》让人留下深刻印象，并筹得超 6000元的爱心善款！ 

这个深受大家欢迎的小品《爱的呼唤》，主要

讲述一个高中生通过自身努力考上了理想大学，

却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不允许，决定放弃学业。社区

爱心基金会理事得知此事后，亲自上门讲解社区

爱心助学基金的相关内容，并协助他们申请社区

爱心助学基金。最后，这个高中生在社区爱心助学

基金的支持下，获得到大学继续深造的机会。 

沙滘社区党支部何永绍书记点赞：沙滘爱心基金从筹备、成立到顺畅运作，一直以

来得到众多热心人士的大力支持。几年来，不少像黄老师这样的社区居民，发挥着自身

的影响力、号召力，贡献自身力量，建言、献策、出谋、力行，处处留下他们的爱心足

迹。正是大家心系沙滘，身体力行，带动起更多居民参与社区建设中，关注社区的公共

利益，为社区做实事，谋福利。接下来，沙滘社区将继续跟进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动态，

激活各类“草根型”组织的内部凝聚力和社会责任意识，发掘社区居民骨干；同时，充

分发挥社区优势，让更多的社区居民和骨干认同、理解社会动员的理念，用骨干的力量

影响带动社区居民，让社区的党员、居民、外来流动人口共同关注社区的发展，积极参

与社区的活动，凝聚各界的智慧与爱心，助力沙滘社区自治和治理。 

案例反思：通过动员社区内的人和资源组成相对固定的组织，来解决社区的问题。

以组织为纽带，深挖适合各类群体参与的“子项目”，同时抓住全民参与的契机，推动

整个社区往良性的方向发展，推动居民更加关注公共利益，增强居民之间的紧密联系，

为共同的目标推动社区的良性发展。也就是要通过“活动项目化、项目组织化、组织公

益化“的方法去激发社群力量，持续推动居民的最广泛的参与。 

供稿：有为丹灶创益中心、佛山市南海区鹏星社会工作服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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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益加油站 

《丹灶创益中心运营项目|社会组织培育》 

——丹灶镇社会组织“我的社工心”团建活动 

活动时间：2018年 8月  对象：丹灶镇镇内社工 地点：丹灶翰林湖 HAPPY广场 

8 月 2 日，丹灶镇社工委、丹灶创益中

心联合佛山市南海区鹏星社会工作服务社在

翰林湖 HAPPY 广场组织了一场以“我的社

工心”为主题的社会组织团建活动，以促进

丹灶镇社会工作者牢记初心、凝心聚力，共

同助力丹灶社会建设。 

丹灶创益中心主任关其玲寄语本次活

动，说“平时我们是项目活动的组织者，今天我们是参与者，用心去感受、去体验，

启发我们之后的工作方式方法要更贴近服务对象的需求，让项目实施的每一个环节都

有阶段成效，都能朝目标方向前进！” 

回忆初心篇 

社工结伴互相采访，互相分享做社工的经历，回忆社工初心。翻看“初心日志”

的时候，感触是否这份初心，一直激励着自己！让自己一直坚持着，让自己在漫漫社

工路上越走越宽，并且与更多为社会的美好努力着的社工朋友相遇、同行！ 

砥砺前行篇 

咱们丹灶的社会服务蓬勃发展，离不开这批朝气蓬勃的社工。通过不倒森林和同

心击鼓游戏，让社工知道在砥砺前行路上，互相合作，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有着共同的目标，形成一股合力，共同击响“建功新时代”的旋律。 

创见未来篇 

让我们共同努力，为社工的未来而努力

吧，当你累了，不怕，你的团队在的，他们

会带着你、激励着你一齐前行，同时请相信

自己！ 

“领航新征程 筑梦社工路”，丹灶的社

工朋友们，让我们在社会服务的路上，继续一起不忘初心，向美而生！ 

供稿：佛山市南海区鹏星社会工作服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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燎原之火|服务展示 

《“一党员一志愿”东联社区党建项目》 

——齐心协力，共创社区美好景象 

活动时间：2018年 9月    对象：东联社区“党员+”志愿服务队成员    地点：东联居委大院 

南海鹏星社工进驻东联社区党建项目

实施已将近一年时间了。自从社工进驻东联

社区以来，组织凝聚了辖区志愿者开展了丰

富多彩的便民惠民服务活动。为感谢社区志

愿者对社区志愿服务和公益事业发展的支

持，歌颂和弘扬无私奉献的志愿服务精神，

9 月 21 日东联社区在举行了“志愿者表彰

活动”。活动共表彰了先锋党员志愿者 3 名和十佳热心志愿者 10 名，树立了在党建引

领下，青年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期间，东联社区“党员+”志愿服务队的成员们自发

用歌声诉说对和谐美好社区氛围的向往，“同心协力，唱响红日之歌”，呼吁更多居民

加入志愿服务行列，支持公益事业发展。 

供稿：佛山市南海区鹏星社会工作服务社 王智婷 

《党群共融，协同共治——沙滘社区直联项目》 

——沙滘社区直联项目 

活动时间：2018年 9月    对象：沙滘社区居民   地点：沙滘社区二楼活动室 

9 月 1 日，适逢每月一次的党员“户联系”主题活动日，沙滘社区居委会联合鹏星

社工在沙滘社区办公大院二楼活动室开展

直联项目总结会。 

回首项目开展一年期间，社区直联驻点

团队、社区党员志愿者、社工以及智汇服务

队伍成员是如何联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

理的。 

社工对一年来积极参与社区治理的“小

侦探”和“智汇服务队伍成员”颁发证书，鼓励他们继续通过自己的努力积极为社区发

展出一份力量，并期望在接下来的日子会带动家庭成员一起加入到社区治理的行动中来。 

供稿：佛山市南海区鹏星社会工作服务社 黄瑞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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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燎原之火|服务展示 

《 “党群连心桥，智善达下安”社会服务项目》 

——“聚力下安•缤 FUN 一夏”暑期夏令营 

活动时间：2018年 7月    对象：下安村 1-5年级青少年    活动地点：下安村 

为丰富小学生暑期生活，拓展视野，7月 30日驻点社工联合下安村团支部开展

“聚力下安•缤 FUN一夏”暑期夏令营活动，吸引了 408人次青少年参加，得到 45人

次团员协助。暑期夏令营通过简单的工具了解科学原理，体验不同的绘画方式，创造

不同的手工作品，穿街过巷跟着老村长了解下安村的历史，亲子同游康园学习康有为

精神，用手抄报的形式回顾夏令营的一点一滴，让参加的青少年在学习中成长、收

获。夏令营的成功开展获得了家长、青少年和村委方面的一致好评。

  
供稿：佛山市南海区鹏星社会工作服务社 陈婷婷 

 

《党群连心·和美罗行--“缘来一家人”新市民融入行动项目》 

——罗行社区庆七一系列活动 

活动时间：2018年 7月  活动对象：罗行社区全体居民  活动地点：罗行篮球场 

7月 1日，罗行社区党委组织党员联合驻

点直联团队开展七一系列活动。在罗行社区篮

球场，设立了志愿服务与公益摊位。同时，在

社区干部的带领下，社区党员和新市民志愿者

一同探访行动不便的居民，耐心倾听他们的诉

求，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活动中，党员、新

市民志愿者共同参与，不仅让大家在力所能及

之下帮助到了有需要的人，也让大家更好地了解社区，共同为社区建设出言献策。 

供稿：佛山市博睿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李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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燎原之火|服务展示 

《罗行社区“筑福行动”竹编传承计划》 

——“携手并进 竹编与你同行”竹编文化志愿者团建活动 

活动时间：7月 30日 活动对象：罗行竹编文化志愿者 活动地点：罗行社区三楼道德讲堂 

为促进竹编文化志愿者之间的联系与合

作，激发个体在团队中的活力，推动团队更

好发展，7月 30日，罗行社区社工携手竹

编文化志愿服务队开展了“携手并进 竹编

与你同行”竹编文化志愿者团建活动。活动

通过游戏互动进行竹编文化知识传播，拉近

了罗行社区文化志愿服务队员之间的距离，

促进了罗行竹编文化志愿服务队的内部建

设，有效增强了团队凝聚力。 

供稿：丹灶创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徐坤玲 

 

《丹灶镇驻校社工服务项目》 

——“竹业兴旺 编织趣味”传统文化讲堂兴趣小组 

活动时间：2018年 8月    对象：罗行社区    地点：罗行小学学生 

传统竹编工艺有着历史悠久的历史，

富含着中华民族劳动人民辛勤劳作的结

晶。2008年 6 月 7日，竹编经国务院批准

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小学生们除了好好学习文化课知识，还应

关注本地传统文化，做小小传承人。为此

8月 7日住校社工联同中安社区驻点社工

组织罗行小学学生到罗行社区参观印象罗

行，感受传统文化气息；亲自体验编织乐趣，提高兴趣，当一回竹编小工匠，弘扬和

继承中国传统竹编工艺，促使学生培养竹编情怀。 

供稿：佛山市恒仁社会服务中心 杜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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燎原之火|服务展示 

《有为少年·丹心传习计划》 

——我是城市美容师环保倡议活动 

活动时间：2018年 8月  对象：8—15岁青少年及其家长    地点：金宁广场及夏沙路 

      为了促进青少年有为六德品格的形成，让他们带动更多的人用实际行动关爱城市

美容师，倡导共建绿色和谐美丽丹灶。2018年 8月 19日，丹灶镇社工委、丹灶市政

办携手南海鹏星社工举办“我是城市美容师”——环保倡议活动。60多名学生和家长

变身“城市美容师”，为镇内 130多名环卫工人送上清凉礼包、和城市美容师们一起

清洁马路以及对夏沙路的沙井盖进行创意涂鸦，倡议市民讲究环境卫生，尊重环卫工

人的劳动。 

 

供稿：佛山市南海区鹏星社会工作服务社 李亚枚 

 

《丹灶镇“有为·瀚韵”公益服务项目》 

——“瀚墨秋韵，耕读书乡”翰林开笔礼 

活动时间：2018年 8月    对象：丹灶镇幼升小的学生及家长    地点：丹灶镇沙水村刘氏大宗祠 

为了让学童亲身感受启蒙学礼仪式，从

中领略中华民族尊师孝亲、崇德立志、勤学

奋学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8月 18日，在沙

水村刘氏大宗祠举办“开笔礼”让学童真正

感受到入学是人生的一件大事，以此激励行

礼者珍惜读书机会、勤奋学习。将活动设在

沙水村祠堂，浓郁的文化氛围有利于学童加

深对韩林父子历史的认识，更易于讲述和传播翰林湖名字的由来。 

供稿：丹灶创为社会工作服务社 莫韵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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燎原之火|服务展示 

《“阳光正能量”妈妈成长计划》 

——“Teen Teen 向上”户外历奇活动 

活动时间：2018年 7月    对象：单亲特困母亲家庭    地点：广湖山教育基地 

为了让青少年放下手机，走到户外，在团队合作中提升自我效能感和团队意识。7

月 12 日，在广湖山教育基地大力支持下，阳光妈妈亲子家庭来到了广湖山教育基地参

加“Teen Teen向上”户外历奇活动。希望通过一系列的团队游戏，引导青少年对人生、

对自我有更多的思考，以更加积极的态度面对学习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供稿：佛山市惠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陈楚琪 

《丹灶镇融爱有为儿童空间项目》 

——融爱亲子购物大作战活动 

活动时间：2018年 7月  对象：丹灶社区亲子家庭 13对  活动地点：丹灶社区活动中心三楼 

为推进丹灶镇注重家庭、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的家庭氛围建设，构建和谐家

庭。7月 22日，丹灶镇社工委、丹灶镇妇

联联合丹灶社区融爱家庭服务中心开展了

融爱亲子购物大作战活动。通过亲子游戏

互动、亲子购物等环节促进社区亲子间的

正向互动，让社区儿童通过独立完成购物

任务感受作为家长所需要的责任感和担

当，同时也让家长在活动中开展亲子教育，促进亲子关系。 

供稿：佛山市惠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潘婉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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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燎原之火|服务展示 

《丹灶镇志愿者 V－life 齐善治服务项目》 

——夏日送清凉·乐享 V 志愿 

活动时间：2018年 6月    对象：志愿者、环卫工人、公交车司机    地点：丹灶镇 

2018 年 7 月 20 日和 22 日由丹灶镇团委、丹灶义工联联合丹灶镇市政办、金宁社

区、金宁广场志愿 V 站、文化广场志愿 V 站和多家爱心商家携手鹏星社工共同启动了

“夏日送清凉·乐享 V志愿”活动，活动旨在为辛勤工作的环卫工人和公交车司机送上

夏日清凉、社区关爱及城市关怀。活动中，志愿者亲手为每位正在辛勤工作的环卫工人

和公交车司机送上爱心满满的清凉饮品。收到清凉大礼包的环卫工人和公交车司机脸上

都洋溢着开心的笑容。 

 

供稿：佛山市南海区鹏星社会工作服务社 黎碧婷 

《“丹灶·第二故乡”新市民融入项目》 

——项目启动仪式暨中秋游园会 

活动时间：2018年 9月    对象：南海区国家生态工业园辖区内的职工    地点：仙湖管理处职工广场 

    项目通过系列活动令园区外来务工人

员，促进融入园区的和谐共建，让园区的

职工在丹灶安居乐业。籍中秋佳节之际，

驻点社工策划并组织开展“丹灶·第二故

乡”新市民融入项目启动仪式暨中秋游园

会。活动吸引了近 100名园区职工参与。

本次活动的开展，让职工对“丹灶·第二

故乡”新市民融入社会服务项目有所了解，同时让新市民享受到与当地居民一样的节

日气氛，在园区感受到家的感觉，从而提升自己对于社区的认同感。 

供稿：佛山市南海区鹏星社会工作服务社 王敏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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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燎原之火|服务展示 

《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服务》 

——“动手烘焙，开启甜蜜之旅”小组 

活动时间：2018年 7月    对象：戒毒人员及其家属    地点：丹灶启明星驿站 

为帮助社区戒毒康复人士及其家属发掘

新的兴趣爱好，充实生活，更好地回归社

区。在丹灶镇禁毒委、丹灶镇社工委的指导

下，2018年 7 月 24日-8月 3日期间，丹灶

启明星驿站通过烘焙小组活动，在培养社区

戒毒康复人士及其家属兴趣的同时，鼓励他

们增强在日常相处中的沟通互动，同时传递

党委政府对社区戒毒康复人士及其家属的关爱和接纳。活动通过指导参与者制作步骤

简单的高成功率甜品，激发参与者兴趣，鼓励参与者回去与家人朋友一起分享制作甜

品的乐趣，促进戒毒康复人士的社区回归。 

供稿：佛山市南海区启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丘静娜 

 

《丹灶镇社区幸福院社工服务项目》 

——“关爱夕阳，情系西岸”长者探访活动 

活动时间：2018年 7月    对象：西岸村 60岁以上长者    地点：西岸村 

2018年 7 月 20日上午，西岸社区幸福院社工

组织志愿者开展了入户探访活动，一起探访村内独

居、空巢以及 70岁以上的高龄长者，为西岸村的

长者们送去关爱。此次探访活动得到了长者及村民

的一致认可，长者们对社工与志愿者的入户探访表

示感谢。今后，西岸社区幸福院的社工会持续进行

入户探访活动，了解长者的需求，帮助他们解决实

际问题，给他们带去来自西岸幸福院大家庭的爱与温暖。 

供稿：广州市谷丰长者社会服务中心 陈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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燎原之星|特色项目经验提炼 

《丹灶镇金宁社区邻里相牵互助计划》 

实施单位：佛山市南海区乐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项目背景：金宁社区结合实际，在过去几年先后引导并协助成熟楼盘小区居民自主成立

自治组织（居民志愿服务队、业委会），下一步通过居民自我提供的服务，加强个人能

力、公共意识及社区归属感，充分调动小区自治组织的能动性、自主性，联动社会多方

资源，党群合力，共同探索小区新市民、本土居民、物管、社区等四方关系的和平共处，

摸索出适合本社区的小区治理新模式。 

一、社区资源图的概念及内容 

社区资源图是指将开展社区服务过程中可能运用到的资源进行整理，从而对开展社

区服务/社会服务的对象主体，包括社区居委、社工、楼道协作者、志愿者等给予的信

息参考。社区的资源图是以手绘地图为基础，有以下内容： 

1.空间分布情况。2.志愿者资源。3.组织/队伍资源。 

此外，项目将在后期对社区资源图进一步深化，除了挖掘社区本土资源以外，还将

探索镇、区级的可调用资源，以更全面地丰富社区资源库。 

二、关于楼道协作者服务队伍 

1.楼道协作者的概念？  

2.楼道协作者的优势及作用。 

3.如何维系楼道协作者？ 

三、如何促进社区多元主体合作开展社区服务？ 

通过党建引领，发挥各主体的力量，进行社区

的服务与建设。社区资源图的完善，给予大家更多的

资源借用方便，整合包括志愿者、物资、企业、表演

者等众多社区资源服务于社区。 

其中，在小区问题上，党委、社区、社工更多是

以指引者及支持者的角色参加，而楼道协作者是小区

问题的发现者、协调者，通过楼道协作者的协调，调

动物业、志愿者等资源，对问题进行解决。 

 

欢迎扫一扫专属二维码，观看项目访谈视频，了解更多项目执行详情及经验

分享，感谢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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燎原之星|创益人物专访 

牢记誓言 初心不忘  

作为一名新党员，在党旗下宣誓那一刻，我真的

明白了：入党宣誓的意义并不在于读几句誓词，而在

于牢记誓言，恪守承诺；在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在于真诚以待，一以贯之！ 

                           

——有为丹灶创益中心党支部 王智婷 

2018年 6 月 28日上午，于我来说是一个今生难忘的时刻，因为我在千名丹灶镇党

员的共同见证下，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光荣地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党旗下，我禁不住再一次认真思考：作为一名党员社工，如何做好“服务”？尤其

在目前负责的党建服务项目中，如何有效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服务对象也是青

年党员的情况下，我应该怎样做，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影响带动的作用？ 

抬头面向鲜艳的党旗，我深信：在党的光辉引领下，我要不忘初心，在社会服务之

路上，稳步前行！ 

记得刚进驻东联社区开展青年党员工作时，社区的氛围并不十分凝聚，也带来了重

重困难。换位思考，我开始理解了这里的种种成因。那我应该怎样做才能营造良好的团

队氛围，才能发挥影响带动作用？试过用心运用有趣的团队建设活动，制造互动机会，

促进交流；试过真心传达组织的关怀，传播温暖，营造良好归属感；试过诚心开展每一

次的心得分享，让彼此了解更多，等等。在以为服务无效，准备进行自我反省时，却接

二连三地收获了大家的认可，更有青年党员反馈社区的氛围也越来越好了，甚至有青年

党员常在我组织活动时主动给予关于活动的建议，期望以自己的经验和能力让服务的开

展更能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 

原来在我每一次的用心服务中、每一次的诚

心分享中、每一次的关系维系中，氛围在慢慢地

改变，关系在慢慢地拉近，成效也在慢慢地沉淀！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将牢记入党誓言，希望能够

在工作中学习更多、感悟更多。让我的青春无悔、

让我的人生无愧于“共产党员”的身份！ 

来源：有为丹灶创益中心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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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燎原之星|创益人物专访 

党员社工李颖坤——青年党员齐“筑福” 

我是一名青年党员，也是一名专业社工，一个“筑福姑

娘”，罗行社区“筑福行动”公益传承项目负责人。 

罗行社区竹编馆有一个世界上最大的竹箩，至今我还清晰

记得这个大竹箩的编织情景，8双巧手、30多天时间、1000多

跟竹条才把这个高过两个姚明、能够放下 40 亿人民币的竹箩编

制好。完工后，大家都很兴奋，一起拍照留影。看到那个巨大

的竹箩和渺小的自己，我的脑袋里面就像压了一块巨石，让我难以呼吸。 

“阿姨老了，竹编怎么办？单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怎么样才可以做好罗行竹编的

传承保育？”我向罗行社区党委的颜姐倾述。颜姐说“不如我们利用‘印象罗行’这

个机会，举办一期以罗行竹编为主题的青年党员先锋营吧，让更多青年党员参与我们

的文化传承。” 

颜姐的建议打开了我的思路，于是我和社区党委一起组织青年党员参观“印象罗

行”竹编文化节，让青年党员向非遗传承人学习了解罗行竹编的辉煌历史、传授简单

的竹编技艺。通过青年党员先锋营这个平台，不少热衷传承罗行竹编的青年党员互相

熟悉，慢慢形成了“党员+社工+义工”的“筑福”行动队伍。 

经过几年的努力，越来越多的青年党员好像我一样成为了“筑福姑娘”、“筑福

先生”，社区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竹编故事”、“竹编达人”，竹编工艺品中也呈

现出更多的创新元素。在党委政府、竹编传承人、党员、社区、志愿者、社工等多方

共同努力下，2017年 11 月 11日，罗行竹编被列入了南海十大旅游文化手信。 

群众口中的一段段竹编“威水史”、学生手里

的一件件竹编工艺品、“新市民”面上的一个个笑

容，都是对我们这些热心于文化传承的青年党员的

最大认可。竹编阿姨说过“织这么大的箩，刺到

手、累一点是很正常的，我们不会放弃，还是要一

起织、用心织、织好它，以后看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竹箩的时候，就会很开心、很自

豪。”我知道，各位青年党员在成长路上也碰到过各种的挫折、遇到过各种的磨难，

但是我坚信，只要我们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我们一定可以克服各种困难

和挑战，编织出属于我们青年党员的新时代！ 

来源：有为丹灶创益中心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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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区社工委、区社联、镇相关职能部门 

发：镇内各社会组织、各邻里家 

 

主办：丹灶镇社工委  

协办：有为丹灶创益中心   

承办：佛山市南海区鹏星社会工作服务社               2018年 10月 20日印发 

 

联系方式：0757-85439883 

鹏星社工办公室地址：丹灶镇科教路 9号 

微信公众号：丹灶创益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