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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当主播
社区大小事手机上看

“各位居民早上好，我
是社区播报员李依谨，欢迎
收看本期‘送仙桥视讯’节
目，下面就请大家跟随镜头
回顾一下本周社区工作。”

点开最近一期“送仙桥视
讯”，你可以看到社区“扫黑
除恶”进院落的宣传活动、
社区书记下院落查看大院
车棚进水问题并商议解决
方案、义诊活动……5 分钟
的新闻播报里内容丰富，不
仅包括本周的社区工作情
况、社区活动，还有社区居
民的生活。

“快看，我们院落上社
区新闻了，我们院落自治做
得好，我感到很骄傲。”家住
牧电路的孙大爷拿出手机，
将新一期社区新闻播报的
推送拿给记者看。孙大爷
说，自从学会使用微信，他
每天都会看社区的微信公
众号。“社区的工作人员真
的太能干了，还能当主持人
播新闻，我们居民看着很有
亲切感，有机会我都想当一
回社区新闻播报员。”对于
这档节目，孙大爷连声叫
好，“这是一种创新，不仅让

居民更了解社区工作和社
区发展，还很好地宣传和展
示了社区形象。”

拍摄制作样样行
居民今后也可来播报

记者了解到，“送仙桥
730 视讯”这档社区本土新
闻播报节目，不仅内容全面
展示反映社区的点点滴滴，
节目从播音、拍摄到后期制
作，都出自社区工作人员之
手。最新一期的社区新闻播
报员是社区工作人员李依
谨，镜头里的她从容淡定、思
维清晰。“我以前没有播音的
经验，面对镜头会紧张，说话
也不太顺畅。后来练习多
了，也就好很多。”李依谨告
诉记者，节目现在是一周一
期，她和同事们轮流做主
播。大家都非常乐意当主
播，一方面是觉得很锻炼人，
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这样的

方式进一步熟悉社区工作，
同时让更多居民了解自己的
工作。

每期节目的视频拍摄
和制作也都由社区工作人
员完成，“我们大家都有手
机，所以大家都可以拍，都
是新闻素材的提供者。”李
依谨说，以前大家用手机拍
摄的时候找不到重点，比较
盲目，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练
习后，现在大家拍摄技术都
提高了不少，还可以拍一些
有趣的社区故事片段。胡
婷是节目的后期制作“大总
管”，大家拍摄的视频都汇
总在她那里，挑选、剪辑、制
作后，形成最终的节目。

谈及推出“送仙桥 730
视讯”的初衷，送仙桥社区
书记蔡伦表示：“以前我们
公众号都是用图片和文字
呈现，但很多老年居民阅读
起来比较困难，推出视讯
后，可以大大方便老年居
民；同时，也让社区多了一
个宣传平台和途径，可以更
好地宣传推广社区文化和
社区品牌。”目前，节目主要
内容是介绍社区工作、社区
发展治理情况，下一步还将
增加更多贴近居民的民生
类节目，让居民也来担任

“主播”，调动更多居民参与
进来，让节目真正成为属于
社区群众自己的节目。

华西社区报记者 董峰
社区供图

10月12日，社会治理背景下社会组织支
持性平台的未来发展之路主题论坛在成都市
社会组织培育基地举行。此次论坛由成都市
民政局、成华区民政和社会组织工作局主办，
面向全国展示了成都市社会组织培育和孵化
的畅想。成都市民政系统相关人员、全市及
各区县枢纽组织代表、社会工作者200余人参
加了此次论坛，共同探讨支持型平台相关实
操议题，及其未来发展的新思路、新趋势。

论坛邀请了全国支持型社会组织、企业、
知名专家学者，围绕支持性平台如何参与、激
发社会治理创新，分享支持型平台的功能、理
念和模式；同时就专业服务类社会组织支持
性平台四组领域议题：财务、传播、咨询研究、
参与式评估，进一步探讨了专业服务类社会
组织支持性平台如何助力社会组织发展。

华西社区报记者 彭戎 摄影报道

送仙桥社区打造的青羊区首档社区视频新闻节目《送仙桥视讯》播出

手机浏览社区新闻主播就是工作人员
最近，送仙桥社区

居民自己的新闻节目正

式开播了！社区居民只

需关注社区微信公众

号，就可以在每周日早

上收看社区新闻节目。

据了解，这档在社区微

信公众号平台播出的

“送仙桥视讯”节目，从

播音主持、写稿、录制视

频到后期视频制作等都

由社区工作人员完成，

内容主要总结回顾社区

一周工作，关注社区发

展治理和居民生活，传

播社区正能量。作为青

羊区首档社区新闻播报

节目，该节目一推出便

受到了众多居民的关注

和点赞。

“我叫浩浩，今年 2 岁，
我是小男生。”东升街社区
的早教课堂润泽亲子园里，
传出小朋友欢快的笑声。
10 月 12 日 10 时，东升街社
区9个家庭的小朋友与家长
来上早教课。在经过专业
老师的培训后，这些 2 至 3
岁的孩子语言表达能力、专
注力得到提升，也学会了与
其他小朋友交际与分享。

因时施教
早教开启幼儿心智

“每个小朋友手上拿
两个沙蛋，我们开始听歌
曲，听到有沙沙的声音就
一 起 摇 沙 蛋 。”音 乐 声 响
起，在老师的带领下，小朋
友参与到活动中，开心摇
动 手 中 的 沙 蛋 。 听 了 音
乐，老师拿出动物卡片让
孩子们认识，并给每个孩
子 发 放 水 彩 笔 与 蝴 蝶 形
纸，孩子们为蝴蝶涂上各
种颜色。每一个游戏因为
有老师的引导、家长的配
合，小朋友都很有兴趣参
与，课堂氛围相当融洽。

据早教课堂负责人杨
老师介绍，早教课上的游

戏都是根据孩子的成长需
要来设置的，小朋友介绍
自己并拥抱老师是为了让
孩子认识自我，学会融入
环境；摇沙蛋游戏是为了
锻炼孩子的听力与反应能
力；而用水彩给蝴蝶上色
是 为 了 让 孩 子 们 感 知 色
彩。“2 岁左右的小朋友在
各 方 面 的 能 力 都 需 要 启
蒙，这是很多家长没有意
识到的，这也是社区开设
早教课堂的意义所在。教
育孩子就像种庄稼，错过
了合适的时间，就无法弥
补了。”杨老师说。

家长学习
科学带娃事半功倍

来社区上课的幼儿都
有家长陪同，在老师的带领
下，家长学会了许多科学的
育儿技巧，在每周二至周五
上午早教课中，家长们互相
交流育儿经验，收获颇多。

悠悠是2岁2个月大的小女
孩，刚开始来上早教课时，
只黏着奶奶，不跟其他人交
往。经过几个月的早教课
学习，现在她已经可以在课
上堆积木，还主动拥抱其他
小朋友。2岁9个月大的浩
浩是跟着爸爸李先生来上
早教课的，李先生说：“浩浩
以前在家从来不收拾玩具，
在老师的引导下，他学会自
己整理玩具，好习惯还带回
了家。而我也学会了耐心
教育，给孩子更多的宽容。”
在这里收获很大的还有赵
炫棕的奶奶，她说自从上了
早教，孩子学会了礼貌待
人，说“谢谢”、“再见”，自己
也重视言传身教，教育孙子
说话要文明。

“因社区早教课堂离居
民家近、方便，且不用付高昂
的费用，居民们都很愿意前
来。社区教育不仅要关注青
少年，还应该关注幼儿成
长。开设早教课堂并不是为
了盈利，只为给家长灌输科
学育儿知识，并为孩子上幼
儿园打好基础。”东升街社区
书记刘利娟说道。

华西社区报记者刘福燕
摄影报道

发展社会组织支持性平台
激发社区治理创新

@双庆路社区
小朋友一起探索生命奥秘

早教课堂趣味多 家长萌宝都受益

10月14日，由成华区妇女联合会、成华
区万年场街道办事处、成华区万年场街道双
庆路社区主办、成都高新区和一社区教育中
心承办的双庆路社区“妇女之家”、“儿童之
家”项目之我与我生活的城市活动在双庆路
社区举行。我们从哪儿来？许多小朋友都
有这个疑问，本次活动就带大家来到成都市
生命奥秘博物馆一起探索生命的起源。解
说员带领小朋友们到人体展览馆参观，了解
人体的器官、肌肉、血管等知识，还观看了自
己究竟是哪儿来的记录片，小朋友们感受到
了母爱的伟大，还来到了动物展厅，看到了
凶猛的鳄鱼、聪明的海豚以及巨大的鲸鱼，
孩子们都说这次活动十分新奇有趣。

华西社区报记者 吴小红 摄影报道

@花园社区
开展健康步行活动

10月10日，在光华街道花园社区党委
统筹指导下，花园社区志愿者服务站组织居
民朋友们开展了一场“健康步行”活动。此
次活动旨在通过活动向居民宣传社区志愿
者团队建设与志愿服务的同时，倡导社区居
民参与到健康、环保的公益队伍中来。在活
动过程中，志愿者们以彩旗、标语、宣传单等
形式向社区群众宣传绿色出行环保知识，希
望大家提高环保意识，选择绿色出行方式。

华西社区报记者 高昊焜

社区工作人员播报新闻。

早教课堂上，老师与家长、
孩子互动。

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