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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益义非凡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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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了统揽全局的机构意味着社区治理的头绪正逐渐清晰明朗，社区治理

真正“活”了起来。

�

武侯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指导下的武侯社区发展基金会成立于 ���� 年。

成立以来，基金会秉持“美好生活共创家”的理念，坚持“激发多元主体、

培育社区资本、营造公益生态、促进社会发展”的使命，以“营造社区可持

续发展生态圈”为愿景，开展各种社区公共活动，支持各类公益慈善项目，

着力建设社区发展的新局面。

�

水涌则活，让成都保持古老而又年轻的重要一环，是青年人与城市的互动。

而青年人，更需要在参与社区治理中去学习与成长。

�

因此，���� 年 � 月，成都市武侯社区发展基金会正式发起益义非凡大学

生公益骨干培育项目。北京毅恒挚友大学生志愿服务促进中心（3((5 毅

恒挚友）作为本次项目执行机构全面参与项目。

䦍ℌ模⒤䥇ㄷ

在过去的 �� 余年发展中，成都实现了*'3 增长 ���� 倍，常住人口居全

国城市第 � 位。从曾经的“益州险塞”，到现在的“新经济高地”；从内陆

盆地到开放前沿，从西部扶贫重地到国家新一线城市首位。

�

大到城市，小到社区，成都民生发展与经济、产业齐头并进，作为城市的

微单元、居民生活最密切的地方，成都市社区治理与发展异彩纷呈：成都

有 ��� 家社区文化中心，丰富着社区生活；其成熟健全的社创环境吸引

����� 余家社会组织和服务计划扎根于此；此外，更有众多青年人社会创

新机构在这里蓬勃生长，提供着温暖高效的青年支持。

�

建设共建共享的美好生活共同体的背后是政府的支持与推动，���� 年，

成都率先探索出可全国复制的“成都模式”，在全国首创成立成都市委城

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

�

近期，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正在为开展“爱成都·迎大运”进行着全力准备。

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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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义非凡”项目意在探索社区发展治理新模式―引入社区外大学生力量

对于社区治理的作用，同时探索大学生赋能类项目，有机地将大学生自

我成长与挖掘和解决社区需求结合起来。

在一年期的服务―学习项目中，��� 名高校青年作为核心志愿者，以大学生

公益青年骨干的角色走进武侯社区―体验社区生活，进入既有的社区组

织，并在系列工作坊、中期公益实践等赋能课程和小组导师制度的支持下，

自主开展行动。�

�

最“成都”的作家李劼人曾在《说成都》一书里这样形容此地的人们 ：懒

散近乎“随时随地找舒服”。

但抛却市井生活里最闲适的那层表象，成都又恰恰成为了西南地区的经

济中心。大到城市，小到社区，成都民生发展与经济、产业齐头并进，作

为城市的微单元、居民生活最密切的地方，成都市社区治理与发展思路

引领着全国的社区发展变革。

在成都上学是幸运的，这里有吃不厌的美食，看不尽的风景。更重要的是，

这里有生活的真实触感，也有梦想的千百般形态。每一个小地方，都藏

着青年人大展拳脚的空间。

���� 年―���� 年，在这一年里，项目共计支持 �� 名核心大学生骨干志

愿者进行社区学习、实践，志愿者们通过线上、线下的培训，了解社

区中常见的社会议题及必要的理论知识 ；通过社区探索和社区工作实

习，发现社区面对的真实问题 ；在社区行动中，感受推动一个小 小的

改变所需要协调的各个事项；在青年市集中，告诉更多人、更大的世界，

他们的故事。在这一年的时间里，虽然“ 新冠疫情”对项目带来了巨

大的挑战，但志愿者依旧在变化中“发现真问题，提出新方法”，“去

选 择、去 行动、去改 变”，我们相信，所有这些 会成为志愿者们宝贵

的经历，回响在未来。

欼䦱冐 ♾֟拌㖬ώ♾嬏╫ώ♾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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欼䦱㠳㘱 	 行动组	 志愿者数	 落地社区	 受益人数

� 废旧车棚改造� �� 龙腾社区� ��

� 时光菜园� �� 棕东社区� ��

� 衣架改造� �� 棕东社区� ���

� 职业博物馆� �� 玉林东路社区� ��

�性教育绘本共读� �� 得胜社区 � 长寿苑社区� ��

� 普法进社区� �� 双丰社区� ��

� 活动	 开展社区	 受益人数

� 青年参与研讨会� 倪家桥社区� ��

� 益义非凡社区市集� 锦城社区� ���

服务���位居民�

近万人

�组行动

�践行�个社区

线上线下辐射

04 ⨳旚㤶 ⨳ڷ⤪ ⨳㮃⩏



���㧽㩇冐

发起方 ：成都市武侯社区发展基金会

成都市武侯社区发展基金会是四川省第一家社区基金会，于 ���� 年 � 月

�� 日正式成立，是由成都武侯产业发展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出资、武侯

区委社治委指导，在四川省民政厅注册并作为业务主管单位的慈善组织，

注册资本 ��� 万。

自成立以来，基金会秉持“美好生活共创家”的理念，坚持“激发多元主体、

培育社区资本、营造公益生态、促进社会发展”的使命，以“营造社区可持

续发展生态圈”为愿景，开展各种社区公共活动，支持各类公益慈善项目，

着力建设社区发展的新局面。

武侯社区发展基金会设立了多项专项基金与微基金，以来源多元，体量灵活，

使用便捷，共享公募为特点，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年，基金会发起了首个对外资助项目「春耕计划」，本着以人为本、

助人自助、多元共融、多方参与的理念，瞄准区内社区，发展社区治理的关

键议题，促进公益行业的结构性升级，营造社区可持续发展生态圈。

�

同于 ���� 年，基金会深入挖掘居民需求，联合社区发起了「仲夏邻里节」活

动。其以全面营造和谐邻里关系为目的，助力小区打破陌生感，推动小区和

01
项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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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包容，以期推动建立武侯社区发展基金会 � 社区� 企业的公益生态环境。

此外，基金会还开展了小区治理“信托制”物业服务项目，在武侯区社治委

的支持下引入物业管理专家团队以优化小区治理，是培育物业类社会企业

的公益项目。

「益义非凡」是基金会首个人才培育资助项目，旨在支持本地大学生，参

与社区公益，解决公益生态圈中人才不足的问题。希望本次与 3((5 的合

作项目能够为社区工作融入青年视角，从人才培育的角度促进成都市社

区治理的良性发展。

项目执行方 ：北京毅恒挚友大学生志愿服务促进中心

PEER 毅恒挚友于 ���� 年于北京市民政局正式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单位

“北京毅恒挚友大学生志愿服务促进中心”，是致力于加强青年大学生

志愿参与，以促进中国城乡教育公平、改善中国欠发达地区教育资源的

非营利组织。

�

毅恒挚友通过寒、暑期的短期营会项目，招募大学生志愿者带领县镇地区

的中学生提升自我认知、接触专业认知等素养类课程，并且走进身边的社

区了解自己的家乡和文化。中学生在项目式学习的过程中全面提升自我表

达、团队协作和个人自信。大学生志愿者在过程中增强了对于乡土文化的

了解和志愿服务意识，学习了协作、课程设计等技能。���� 年，共有 ���

位志愿者接受了短期营会培训并服务了来自 �� 所县镇地区中学的 ��� 位

学生。

自 ���� 年起，毅恒挚友在湖南、广西、贵州的 �� 所中学设立了自主设计

的“3((5 空间”，围绕中学生成长提供长期支持。每个空间驻扎 �―� 位长

期志愿者（大学生为主），支持学生社团发展，提供阅读和专业认知支持，

提供素养类兴趣课。���� 年，共有 �� 位长期志愿者驻扎 3((5 空间完成

一学期或一年期的服务。共有 �����位学生参与到空间管理、图书借阅、

跨空间活动、自主活动等空间活动中。

在短期营会和长期驻校服务之外，毅恒挚友还在 ���� 年通过教师社群支

持了��� 位县域教师的成长。共有 �� 位大学生志愿者长期参与到教师支

持部门的工作中。教师支持部门通过知识分享、线上沙龙、教师共读、教

师游学等形式，增强了教师职业自信，提升了教师在课题研究、创新教学

实践方面的认知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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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䦍ℌ模⒤欼䦱⃰䥇 Ɇ㧐╤—⸩℣ɇ

服务―学习（6HUYLFH�/HDUQLQJ）是体 验 教育（([SHULHQWLDO�(GXFDWLRQ）

的一种形式，它结合理论与实践，同时关注服务的效果及服务者的个人

成长。当服务者和他人合作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社区问题，并在反思体验

的过程中对复杂议题形成更深刻的理解时，学习便在行动与反思的循环

中产生了。

一般来说，服务―学习需要经历五个阶段：调研、计划于准备、行动、反思、

展示。通过以上五个阶段，让参与者能够对已有知识进行实践，并转化

为行动，通过行动积累经验，再将经验转化为知识，形成学习闭环。对

服务―学习项目所有参与者来说，服务和学习的目标同样重要，两者是

互相推动的。

⦿ 服务学习历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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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干培养流程图

���䦍ℌ模⒤欼䦱♉䳎
现有社区服务改进项目

自主学术研究

( 附加可选 )

社区服务自主创新项目

大学生招募
体验社区

( 工作坊 & 实践任务 )
社区服务实践

暑期公益培力营

/

自主实践

市集

&

论坛

公益项目
展示市集

公益骨干团队建立

体验社区
工作坊 & 实践任务

社区服务实践
机构参访 & 行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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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选 )

社区议题创新项目

⺼㙨⯙掫䦍㧽㩇֑
㙫嘓掫Ⓣ⚅⃑勈択
㢥㧌欼䦱 ㆽ֑幱
↙⚅⃑勈㇃⼘咭
悸 幬֑樕ㄷⅽ㧌
㧽⇝⸩℣⇛䲃䥇
䦍欼䦱㇃⼘冒浏Ϗ

◼搐怇撔 ╬֑╞⚅⃑
勈⦥棢⻉㎶㾘圀⧳Ϗ

08 ⨳旚㤶 ⨳ڷ⤪ ⨳㮃⩏



1）社区体验及探索（2020 年 9 月—11 月）

学生公益骨干通过在线学习及浸入式在地活动，体验武侯社区的多样性。

基本理解社区的概念，了解武侯社区生态，找到个人成长和社区之间的关

系。在这个过程中，项目提供四次专题线下课程，帮助志愿者了解青年参

与社区行动的方法、社区探索的方法、社区访谈的基本技能，以更好的完

成社区探索任务。
⦿  志愿者培训现场

���� ㄷ �㧋ㅘ
⼘䯽棹㹸

���� ㄷ �㧋 ���㧋
∖浏棹㹸

���� ㄷ �� 㧋 ����� ㄷ �㧋
廆䫗棹㹸

���� ㄷ �㧋 ��㧋
嬏╫棹㹸

⦿ 项目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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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区服务及调研（2020 年 11 月 -2021 年 3 月）

志愿者根据自身兴趣选择专项议题，组成小组，在线上议题共学的支持下，

进入社区进行调研。借助访谈、问卷、文献等方式，加深自身对社区面临挑

战的理解，修正自身对于社区现状的想象，为之后的社区行动做好铺垫。

部分志愿者以社区实习的方式，选择一个社区长期驻扎，定向观察、并参

与社区的日常工作，体验社区基层工作者是如何面对、回应、解决社区问

题的。

3. 社区行动（2021 年 3-6 月）

志愿者根据为期半年的学习和调研成果，结合社区实际情况，通过行动

工作坊，生成社区行动。并根据小组生成的社区行动方案，让自己的想法

落地，服务于社区居民，为社区带来一些改变。

⦿  居民访谈

⦿  社区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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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区展示（2021 年 5-7 月）

项目通过举办服务―学习论坛和青年市集的方

式，呈现志愿者一年的行动成果。志愿者们根

据自身经历进行反思总结，并将行动成功、经

验教训、新生知识系统呈现出来，并分享给更

多伙伴、居民、关心社区事务的人们，也为自己

这一年的努力与成长、伙伴的陪伴与支持表示

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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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行动

㮘⃟䰁◽嬏╫⻒冇—嬦㩹㟼拣1

⻒冇㓓✛ס☘䴉⹄ώ䙎堷䁸ώ梮Ⲡⴺώ⼈厤⌨

嬏╫柱庐ס䴽梷ώ嬦㩹㟼拣

改造衣架一件小事，也能提升居民生活质量，改善社区环境，让居民生活

多一点小确幸。「益义非凡·大学生公益骨干培育」项目的棕东社区行动小

分队正在行动。小组成员将试点衣架放置在棕东社区的院落，让居民们有

更多可用设施晾晒衣服被子，减少不便。

�

改善社区公共设施，为居民们带来多一点方便，微小的改变让志愿者和社

区居民双方都感受到快乐与满足。

12 ⨳旚㤶 ⨳ڷ⤪ ⨳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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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䙳梱歛 !!!

在老社区，大家究竟都在哪晾晒衣物呢？

小组成员在社区探索的过程中发现，每到天气晴好的时候，老旧小区中的

居民，总会将衣服在楼底下晾晒出来。但是小区里其实没有一个统一的、

开阔的空间能够让大家晾晒衣服，于是居民们各自寻找家外合适的空间。

小组走访的时候就发现，会有些居民将衣服挂在防盗窗油烟机之下，有些

居民将衣服挂在电线上，有些居民将衣服挂在居民楼门口。此外，有很多

居民使用的衣架较为简易，并不耐用。

因此，小组成员决定，给社区居民们添置一些耐用的不锈钢衣架以替换原

先简易的衣架，让他们能够挂更多的衣服，同时延长衣架的使用寿命。

�

⦿  老社区的晾晒状况

小 组计 划 在 棕 东 社 区 �� 号 院、��

号院作为行动落地的地方。�� 号院

居民向小组成员表达了希望能够替

换掉他们因为工程队修水道而被破

坏的衣架，并且购置更多新衣架，

放在腾出的新空间让他们的社区里

有更多的晾晒空间。�� 号院则需要

对原有的简易晾晒去进行升级。

嬏╫䀄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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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㡰㙥俥 !!!

社区里居民的晾晒问题虽然是个很细节、很小的点，但是成员们觉得如

果做好了，可以给居民们提升一定的生活品质，减少晾晒衣物带来的安全

隐患，而且也方便居民操作。

选定了衣架改造这一个主题，小组成员更进一步去走访社区，了解居民意

愿，找到改造点。

逐渐熟悉了武侯区的各个社区后，行动小组选定了棕东社区 �� 号院落作

为项目落地的地方。因为这里原先就有一个晾晒区，但是能使用的工具只

有两棵大树之间高高的晾衣绳，对于许多居民来说并不方便。于是行动小

组网购了落地的不锈钢衣架，拿到了棕东社区 �� 号院落，放置在那个原有

的晾晒区。

嬏╫㓓㩟 !!!

随后，行动小组又选定了 �� 号院落，那里的居民希望能够替换掉他们因

为工程队修水道而被破坏的衣架，并且购置更多新衣架，放在腾出的新空

间让他们的社区里有更多的晾晒空间。

于是行动小组积极响应，将衣架放到了 �� 号院落叔叔阿姨们最常晒衣服

的地方，衣架马上就被人用了。看见叔叔阿姨们把被子铺开在衣架上，成

就感 0$; ！�

⦿  棕东社区的衣架

⦿  衣架落地最终效果

14 ⨳旚㤶 ⨳ڷ⤪ ⨳㮃⩏



�㊚㐂勈嬏╫㏢⚚ !!!

我们在社区里看到了居民们朴素但是有烟火气息的生活：看见他们在社区

里喝起茶，搓起麻将聊上一整天；看见小孩在社区里欢乐地跑来跑去，到

处折腾；看见老人与狗温馨的互动……

这一切都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社区里那种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温情的

关系。我们的衣架项目并非想要做出什么非常大的改变，我们只是想做一

点小小的尝试，通过衣架让生活在社区里的居民们更愉快，少一点生活中

鸡毛蒜皮的小烦恼。

当然，这个衣架项目也存在一些小遗憾。由于经费有限，我们没办法在全

部的社区都做衣架改造。此外，在衣架改造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寻求更积

极的方式去跟社区居民们交流，以及我们需要去协调团队活动时间以便更

好地开展活动。

但无论如何我们尝试了、行动了，这就是最棒的一点。希望这样的行动，会

越来越多，这样大家就能做到一起去改变。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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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䙳梱歛�!!!

起初，“在社区做什么”是一直困扰着小组成员的问题。在与同伴的几次沟

通下，小组成员发现龙腾社区兰亭雅苑有一个切实的需求：由于小区占地

面积狭窄，居民（主要是老人和孩子）没有休闲娱乐的地方，他们需要改造

车棚成为一个能够供所有居民使用的空间。

小组成员前期进行了三次社区探索，本以为最终空间的形成是可行的，但

是由于一些客观的因素，并没有实施，所以我们转变了思路，想要在车棚

发生点什么，所以第一次英语角的活动应运而生。

�┐㧢⒉⯊�!!!

前期行动小组共计进入小区三次，观察、拍照、测量、与小区的负责人及

居民沟通……行动小组想要了解到他们的真正需求。

�

在最初与社区的沟通下，因车棚自身的狭长走向，行动小组计划将这一空

间改造为三间活动室，其中一间交由团队负责打造成为社区的公共阅览空

间。但由于某些客观原因未能按原计划将车棚分割成三个空间，仅仅只是

对车棚进行了修葺整理，于是项目组转变思路，开启了一场在车棚的奇幻

之旅。

16 ⨳旚㤶 ⨳ڷ⤪ ⨳㮃⩏



第一次小型活动是在小区进行二手书回收，但由于时间、宣传以及初次进

入社区居民对行动小组的陌生，收书环节进展并不顺利。

在回收二手书的小活动试水不利后，行动小组进行了复盘与反思，与 3((5

的中期交流让他们重新有了新的想法，行动小组决定先在社区办起能够让

人与人之间交流互动的活动。

于是，� 月 �� 日的“留学生视角”英语文化交流会应运而生。“课堂可以很

生动，车棚不只是车棚”，开在家门口的课堂开始筹划起来。

在活动开展前，行动小组才意识到前期的准备是多么琐碎。来自不同大学

的志愿者要凑时间线上线下聚集讨论、寻找留学生团体、撰写宣传文案、

做宣传海报、与社区做好时间人员场地与物资对接、购买物资并布置会场，

一一细数却也是数不尽的。

行动小组列出了各种详细的方案，确定了每一位小伙伴负责的主要内容。

在活动开始前一周制定了严格的任务截止时间并互相监督着落实。在这

种进度之中，也不免伴随着新的焦虑，社区与志愿者的时间冲突、人员的

变更、对活动参与人数与效果的担忧等问题接踵而至。

⦿  进入兰亭雅苑小区进行车棚实地调研

⦿  旧书回收

17



问题是必然存在的，但行动小组成员们也在这中间收获着快乐。例如，行动小组定制了具有

团魂意义的「益义非凡」项目和本团队的印章；又例如在改造车棚“大白墙”一般的清一色

蛋黄瓷砖布景过程中，小伙伴们反复钻研、比对、筛选装饰品，还在这中间遇到了有趣的人。

当然，更多的还是团队小伙伴以及工作人员们对行动小组的帮助，让小组得以“逢山开路、

遇水搭桥”，圆满完成了前期的各项事宜。

盼望着，盼望着，开展活动的日子渐渐逼近，虽然行动小组已提前讨论过“活动办在周五还

是周末”，考虑过小朋友补习班等问题，但成员们还是十分焦虑，在海报张贴、业主群宣传

举措后，仍然对于能有多少参与者没有数量预估。

行动小组成员和小区主任打电话，和益义非凡的伙伴沟通，害怕最终活动一个人都没有。可

是大家都在鼓励他们，姐姐们分享说：她们的第一次社区活动人也很少，“就算没有人活动

也得做，不要焦虑不要有压力，已经开始就是很大的进步”。项目中的大家真的都是一群暖

心的人，我们在一起，就是一个温暖的家庭。

嬏╫択嬏㢹�!!!

活动这天，小伙伴们放下了焦虑，真正地投身于服务中。布置场地、迎接留学生志愿者、引

导小朋友们参与其中、与家长们聊天。

18 ⨳旚㤶 ⨳ڷ⤪ ⨳㮃⩏



活动正式开始前，行动小组拿出了先前收集到的二手书，和小朋友们一起

看书。正式开始后，四位留学生志愿者先用购置的英语单词小卡片和小朋

友们进行了互动，拉近了距离。而后从中外文化表达差异、问候语、告别

语三方面进行了交流学习。在中场休息环节，前来支援的其他志愿者们还

带领小朋友做了游戏。

�

英语交流活动进行着，

带孩子来的家长、围观

的居民都对我们的活动

表示了支持，认为这是

“一场很有意义的活动”，

希望志愿者们能在社区

多多开展此类活动。

反馈中发现有小朋友们

在活动开展过程中有所

收 获，活 动 结 束 后，也

得到了很好的反响，小

伙伴们都觉得，前期的

付出都是值得的。

在英语角活动后，志愿

者团队在改造后的车棚

中开展了“妈妈茶话会”

活动，车棚也作为居民

日常休憩的一个场所。

⦿  留学生志愿者与小朋友们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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嬏╫㏢⚚�!!!

●�不同的社区适合不同的宣传方式；

●�如何与社区、志愿者团队交流对接；

●�如何召集更多的小伙伴；

●�如何更好地把大家团结起来，学会倾听和观察：

现在的小朋友是什么样子的，现在的家长们都在担忧什么，社区居民对

于我们开展活动的态度，等等。

�

同时，我们也认识到了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围观人群可以以另一种巧妙的方式参与活动，可以让社区里的人熟络起

来；

●�其次英语形式不够新颖，无法保证小朋友完全集中精力在授课内容上；

●�对于活动“二手书籍回收”以及后续活动的开展，可以在活动中让社区

管理者与居民进行一些观点的交流；

●�人员如何协调、如何尽可能高频率地开展活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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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䙳梱歛 !!!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空巢、独居等特殊老年群体日益增长，老

年权益保护面临新情况、新特点。「“典”亮百姓生活，民法典进社区项

目」以民法典为依托，以家庭层面的法律知识宣讲为主题，具体内容来自

总则编、物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包括了居住权的增设、意定监护、

遗赠扶养、遗产继承误区、遗嘱形式、尊重婚姻自由等，让老年朋友了解民

法典的新增条款和减少理解误区，更好的保护老年权益。

�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空巢、独居等特殊老年群体日益增长，

老年人权益保护面临新情况、新特点。《民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

全书，对老年人的权益保护进行了全方位的提升。我们一起来让《民法典》

走进我们心里，走进我们的生活。

槃㼅廆䫗 !!!

����年 �月��日与��日下午，项目小组进行了活动需求调研，调研了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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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行动获得了双丰社区的同意与支持 ；

��� 社区刚竣工不久的法治公园，正好与本项目相衔接 ；

��� 群体上 ：参与活动老年人居多，对此宣讲内容决定以受众为先，宣讲民

法典中与老年人权益相关的新增内容 ；

��� 确定了接下来两次活动地点 ：活动 � 将在社区二楼活动室开展 ；活动

� 将在社区法治公园开展 ；

��� 居民对普法活动表示接受与欢迎态度。

⦿  法治公园

⦿  双丰社区二楼活动室

㿾╫択嬏㢹 !!!

活动 1 ：民法典宣讲活动

���� 年 � 月 �� 日（星期五）上午，项目小组在社区二楼活动室向中老年

朋友进行了法律知识的宣讲活动，让我们一起来让民法典走进心里，走进

生活。

本次活动挑选了民法典中与中老年朋友较为密切的法律知识进行讲解，内

容分别来自总则编、物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详细的向居民普及了以

下知识 �

��� 意定监护制度的确定，为老年人维权提供全新保障；

��� 居住权的增设，为“以房养老”提供法律支撑，保障老有所居；

��� 尊重父母婚姻自由，赡养义务不因父母的婚姻变化而免除；

��� 遗产继承的顺序；

��� 代位继承范围的扩大，尽可能让财产在家族内部流转；

��� 遗赠扶养范围的扩大，赋予老有所依更多选择空间；

��� 遗嘱形式的增加：录像和打印，让老人不再有后顾之忧；

��� 遗产继承的常见误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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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2: 法律小集市活动

���� 年 � 月 �� 日（星期五）下午，项目小组在社区法治主题公园向中老年朋友

进行了法律知识的小集市活动，通过小游戏让我们一起来加深民法典在家庭层

面的新增知识，真正让民法典走进百姓生活里。

本次小集市活动共设置了三个板块，一是游戏板块：开设了快问快答、正话反说、

寻宝挑战赛三个小游戏。同时摆放了民法典法律知识宣传折页，以供居民朋友

自取，了解相关知识 ；且所有的游戏涉及的内容都来自折页当中。此外准备了

留言区，记下了部分居民们对本次活动建议、所感所悟等。

通过此次“民法典进社区”法制宣传活动的开展，社区居民普遍了解了自身的合

法权益及相应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增强了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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嬏╫㏢⚚ !!!

行动主要采取法律小讲堂和法律小集市的方式，让民法典在家庭层面的相

关知识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与时代相应、与民心相合、与法治相

融；让每一个生活在法治文明中的社区居民，体会到良善有嘉、孝悌有序、

仁爱有常。

��� 收获友谊。本次行动让我们遇见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这是我觉得最

幸运和最快乐的事。

��� 与不太熟悉的人之间，共同话题的重要性。共同话题是让对方说话的

捷径。它是一个钥匙，可以让你在另一个人的心脏中打开一扇小门。在做

志愿服务亦或社区工作时，与我们沟通的对象有共同话题、创造共同话题，

也许只是生活小事，柴米油盐，都能拉进我们的距离，都会带来不错的效果。

��� 调研很重要，实地调研是开展活动的必经之路。调研是指导实践的法

宝，通过调研我们可以感知到某个区域特定的点，从而针对点面开展工作。

如果缺少调研，很容易出现“准备工作不错，实际开展困难”的情况。

��� 降低期待，实事求是。面对不同的群体，我们想要通过初步接触就获得

良好的反馈是很困难的。适当的降低自己的期待，踏实做好每一步，有时

候会收获更多。

在一年的项目中 � 我深深的感觉到自己所学的知识的肤浅和在实践运用中

知识的匮乏，在学校总以为自己学的不错，一旦接触到实践中，才发现自

己明白的是多么少。应该学会对工作和生活进行经常性的反思和总结，在

生活中学习生活，在工作中学习工作，在理论学习中关注理论的实践特性，

在实践中对实践进行理论反思。

社区是一个大学堂，要经常性地和社会打交道，与各种各样的人交往，丰

富的社会知识是工作顺利开展的润滑剂。有以海纳百川的开阔胸怀，接纳

吸收各种各样的社会知，才能丰富自己的内涵，拓展自己的视野，促进自己

工作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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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院落环境差。住宅使用年限的增长，带来了大部分老旧院落的基础环

境设施的滞后性。基础环境卫生较差，��� 的老旧院落没有管理用房和

完善的物业管理服务团队，院落卫生难以维持。同时，社区中老年群体比

重高，养老逐渐从以家庭为核心的养老转向以家庭、社区、政府共同养老

的方式。老年人需要更多元的社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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嬏╫平㈘�!!!

根据当前社区很多闲置空地以及绿化带的现状，行动小组选择棕东社区为

服务地点。棕东社区中老年人比例较高，且有很多家门口闲置的绿化带和

空地，志愿者先亲自在社区进行种菜活动吸引居民加入，并且分三期进行

种植，后一期能够看到前一期的种植成果，更加能够吸引居民参与到行动

小组的种植菜园当中，虽然没有在社区进行全面覆盖，但行动小组的种植

盆分布在了棕东社区十号院落的各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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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在社区观察时发现，很多社区居民在家庭进行孩子的性教育时，抱

有的态度是有局限的。例如：家长对“孩子问 � 我是从哪里来的？”的态

度分“科学型”、“哄骗型”、“回避型”；性教育对象上存在局限，如过多

关注女生宣讲；内容过于狭窄，如认为性教育仅仅是性生理教育。小组成

员从细微、易被接受的方面着手，着重对性教育的自我认知和自我保护

进行宣讲教育，预备在两个社区平行开展活动，以性教育宣讲为核心，绘

本投放为长效机制，努力提高社区少年儿童的认知和意识。�

�

嬏╫㏢⚚ !!!

社区是一个大学堂，要经常性地和社会打交道，与各种各样的人交往，从

某种程度上可以决定一个人工作的成功和失败。因而，丰富的社会知识是

工作顺利开展的润滑剂。有以海纳百川的开阔胸怀，接纳吸收各种各样的

社会知识，才能丰富自己的内涵 � 拓展视野，促进工作的顺利开展。在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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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习过程中 � 我深深的感觉到自己所学的知识的肤浅和在实践运用中知

识的匮乏，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对一些工作无从下手，茫然不知所措。在

学校总以为自己学的不错，一旦接触到时间，才发现自己明白的是多么少。

我应该学会对工作和生活进行经常性的反思和总结，在生活中学习生活，

在工作中学习工作，在理论学习中关注理论的实践特性，在实践中对实践

进行理论反思，以提高实践品格。

社区工作者就像是兢兢业业的管家，可以将社区这个大家庭中杂乱无章的

事务管理得井然有序，各种帮助和服务于居民，从多方面综合性地完成高

质量的社区工作。虽然社区工作相对繁琐，但通过在社区的实习锻炼，我

了解了社区工作流程、积累丰富工作经验等。在实习的这段时间里，我通

过自己的努力，体会到了工作中的酸甜苦辣，这时才发现自己是最幸福的。

因为我还在学习的阶段，还没能真正地接触事业，没能真正地了解到工作

的难处和辛苦。想起来，还是觉得自己现在还是不错的了，能在这么好的

环境下读书，为以后的工作打下基础，是这一次实习给了我学习的机会，同

时也给了我一次记忆深刻的经历。

社区工作注重与社区居民关系的建立。在实习中，我发现社区工作考验的

是工作人员的一种耐心引导的态度，某些简单的社区事务可能不需要很多

的技巧，但它需要更多良好的态度去引导居民认识自己的社区和自己负的

权利和义务。在实际的工作中，社区工作人员不能以自己的专业背景和社

区地位、职权自居，要积极地与居民融合，保持良好、融洽的社会关系才能

把社会政策、方针、规章等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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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区走访过程中，小组成员发现很多学生和家长，对职业发展有着很多

困扰。结合小组成员自身的成长经历认为：很多学生都有长大后不知道干

什么的问题，所以也想看看当下的年轻人关于职业的想法。

希望通过具体行动，帮助学生进一步了解自己所在的社区，形成更多链接，

培养归属感、集体感、责任感等。并且帮助学生认知到不同职业的幸福与

艰难，引导并启蒙学生的职业规划。

嬏╫把䳎�!!!

社区实地考察

实地考察的第一天，媒体与

媒介素养小组来到了武侯区

红牌楼街道办公室，很可惜

门锁着，志愿者们没能和社

区工作人员具体沟通。

�

随后志愿者们一路走到了双

峰社区。社区的相关配套服

务设 施很 好，工作人员也对

行动小组非常友善，志愿者

们也了解到了很多相关信息，

并在此后的一周内进行了相

关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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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探索

“职业探索”活动设计了两个板块 ：未来嘉年华和职业博物馆。在玉东社区面对初高中生

提供未来简历制作和性格测试，帮助高中生通过这些活动了解自己。此外，行动小组还设

计了任务卡，参与者可以拿着话题卡和志愿者交流。行动小组邀请到大学不同专业的大学

生做摊主，组织摊主与初高中生对话，解答高中生对于未来及大学的疑问。

嬏╫㏢⚚�!!!

职业发展探索是每个学生应该去思考的。在我们大学，有一门课是“职业发展”，主要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创业指导。我在想这门课到了大学才开始接触会不会有点晚了，

还记得我们专业老师提出的一个问题 ：在座有多少人真正喜欢这个专业，并且以后会从事

与专业相关的工作？其实我们都不知道。现在的初高中教育基本是应试教育，学生们的周

末节假日都被各种学习班，兴趣培养班占满，参与职业人生发展的活动反而很少，所以对

于我们来说，如果能够更早、更多地看到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了解自己真正喜欢什么、

做什么，才更有价值。

参加完项目之后，我具体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到底有什么样的项目可以让大家参与？自己

是否有能力组织人们参与一些有意义的活动？怎样让社区居民理解所做的？项目过程中有

遗憾，也有惊喜，令人开心的是，不管怎么样，我用这一年的时间走进了成都许多大大小

小的社区，为我的大学四年做出了铺垫，也让我更加爱成都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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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青年服务—学习研讨会

在北京银杏基金会的支持下，3((5 联合成都市武侯社区发展基金会在

武侯区倪家桥社区开展青年服务―学习研讨会。研讨会于 ���� 年 � 月

����� 日举行，�� 家机构参与至研讨会活动中来，其中公益机构代表 ��

人，青年志愿者 ��人。研讨会中，益义非凡志愿者分享社区参与感受及

进入社区的困惑。公益机构伙伴分享青年工作经验，参与者共同探讨青

年在社会参与中的角色，并探讨促进青年社会参与的有效策略。
图｜淼子    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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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非凡社区 · 行动市集

���� 年 � 月 � 日下午，由武侯社区发展基金会和北京毅恒挚友大学生志

愿服务促进中心（以下简称 3((5 毅恒挚友）共同主办的「非凡社区·行

动市集」在武侯区簇桥街道锦城社区儿童友好广场火热进行，此次活动

由簇桥锦城社区及妮妮环球锦城社区国际儿童食育中心提供场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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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非凡社区·行动市集」设有签到打卡、青

年摊位展示、行动者故事会分享以及游园会四

个板块。居民们在签到处写下各自对社区的理

解，例如在社区遇见最辛苦的人一栏里，出现

最多的是“环卫工人”；而“喝茶”是在社区遇

见最有意思的事里出现最多的。居民们根据自

己对社区的理解剪下了自己认为社区里有意思

的事物，并进行照片墙拼贴。

在摊位展示区，「益义非凡」大学生志愿者们

分为了“车棚改造”、“时光菜园”、“衣架改造”、

“职业博物馆”以及“性教育绘本”六个行动

小组，各小组成员在各自摊位上向居民们介绍

了一年来的行动与成果，并邀请居民们参与自

己设计的小游戏，获得打卡印章。

“车棚改造”小组初衷是链接社区居民，并产

生再生力量改变社区的现状。因而小组改造了

社区的废旧车棚，并利用改造后的车棚举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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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社区活动 ：“英语角”和“妈妈茶话会”。“英语角”通过邀请留学生来与社区

小朋友分享国内外文化、习俗等各方面的差异与理解，让小朋友们感受更多元的

世界；“妈妈茶话会”则聚集了社区妈妈们来聊聊孩子的成长道路，并分享育儿经验，

让妈妈们感受到社区内的联结。

“行动者故事分享会”在妮妮环球锦城社区国际儿童食育中心举行，「社区创想家」

田野、武侯社区发展基金会项目经理刘莹、3((5 青年伙伴周玥以及「益义非凡」

志愿者们，与社区居民以对话圈的方式一同进行了故事会分享，分享各自在社区

的行动与收获。志愿者陆瑶分享了从去年开始进入项目直到现在的收获，认为要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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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进行融合并进入实践，才

能达到更好的效果。志愿者谭惺妍分享了自己

在项目结束后留下的思考 ：大学生参与公益要

以什么样的方式？公益项目该如何运作等……

志愿者单穆宁说到 ：“时间是一种润物细无声

的力量，一个问题的答案要很长时间的积累才

可以获得”。通过故事会和对话圈的形式，志

愿者、青年行动者、社区居民在同一空间内共

同进行了社区创想与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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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社区ᮤ 行动市集」聚集了探索社区的青年志愿者、行动者以及社区

各年龄段居民，在各方的分享、交流与互动中，展示了大学生志愿者在社

区的真实行动和反馈，产生了更多的社区联结。一位妈妈告诉大学生志

愿者：“如果今后社区再有这样的活动，想要抛开家庭、工作和自己的朋友，

独自一人来和陌生人聊聊天。”一位小姐姐说到 ：“我自己比较社恐，平时

多待在家里，如果能有更多这样的活动来与人交流会更好。”另一位小姐

姐说 ：“我很喜欢游园会的形式，很自由，想在哪玩就在哪。”还有一位

妈妈建议到 ：“今后社区举办与运动相关的活动就更好了。”小朋友说到 ：

“我喜欢手工和绘画，所以我很喜欢这个游园会”。「益义非凡」项目也在「非

凡社区ᮤ 行动市集」嘉年华的氛围中走向了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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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志愿者行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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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校的青年志愿者协会转发了3((5的公众号，

因为之前从没接触过公益，但很想做公益，接触

到了这次机会，就参与了。而且从公众号文章以

及活跃度能够看出 3((5 很靠谱，申请表非常

详尽，问题也很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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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成立项目行动小组时，小组成员菲菲来找我想要一起在社

区做一个二手书收集于分享阅览室，之后有一位小组成员提

出他所居住附近的院落想要改造废旧车棚，也有了改造计

划，我们当时想承担一个车棚的改造，做成二手书阅览室。

原本想说动居民来共建车棚，但之后遇到了一些困难，我们

就改成了在翻新的车棚里开展英语角活动，把原来的计划

改成“在这个活动室里做点什么”，让居民可以利用这里进

行社区活动，拉近邻里关系。

第一次活动是“英语角”，我们找了因疫情滞留在国内的留学

生来给社区小朋友讲一讲异国文化。当时来了很多人，之前没

预想到会来这么多小朋友和家长。后来活动反思时发现虽然

活动准备很充分，但课程设置有些简单，而且活动时忽视了与

在场家长的交流。因此第二次活动设计时，就设计了专门针对

妈妈们的“妈妈茶话会”，开始写策划、跟项目导师商量、购

入物资、与社区工作人员沟通、进行社区宣传。

欼䦱嬏╫㢹㧢䥇冒♉
⚍㏢⚚

�

欼䦱⪼幰㧢梷䥇冒♉
⚍㏢⚚

2

欼䦱℣棹㹸䥇冒♉
⚍㏢⚚

3

在线上培训课程中学到了很多，例如第一次学会用共创文

档，创建 ZLNL，我都觉得很有用，上面的资料已经保存

下来了，自己也会去知网上搜索公益和社区的相关知识。

线下培训时会有导师先教学，再让我们自己进入社区，

走访居民。项目结束后，我现在休息在家时也会想着出

去逛一逛，比如菜市场，去了解社区，去感受社区的活力，

感觉「益义非凡」项目让我有了融入社区的动力。线下培

训的形式很丰富，而且很新奇，同时也很高效，每次培训

我们都一定会有当天的产出。虽然有的人会觉得时间有

些紧凑，但我个人觉得还好。

在实习期间认识了一个社区居民爷爷，因为楼上漏水坚

持不断信访。实习时的 �� 多天时间都在长寿苑社区待

着，觉得社区虽然是基层单位，但为了政策层层落地到

社区，社区工作人员会很辛苦，过程中居民可能会产生

一些矛盾，但也有很多感动的事，让我觉得社区是最靠

近民生的地方，实习也是我认为项目中最有意义的一段

时期，实习结束后还产出了一篇论文，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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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收获是认识到了很多 3((5姐姐、武侯基金会的姐姐和导师，

还有我的小伙伴，比如菲菲，我们以后都会一起出去玩。

其次是“青年服务学习研讨会”，我觉得很有意义，在那里认识了很

多公益组织和青年行动者，今年 �月还参加了当时看到的“益微青年

夏令营”。整个项目让我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人，打开了自己的公益

之路。

第一次去长寿苑社区时，穿着“蓝褂褂”，一个爷

爷说没有带钥匙找我借手机，当时自己有点防备，

没有把手机给他而是自己帮他打了电话。后来爷

爷问我是谁，我说我是志愿者，爷爷就让我借他

��块钱，我借了他 ��块钱。后来跟社区书记说起

这件事，书记才告诉我说我被骗了，所以刚开始会

觉得社区“人心险恶”。

项目行动阶段，被现在小朋友的知识储备量惊艳

到了，超出了我们的课程设置，所以在第一次活动

时我们就临时改了课程。整个行动阶段都会有些

焦虑，还会经常打扰小弯姐，她会经常打电话告

诉我们不要着急，觉得 3((5的工作人员都很好。

后来接触到 3((5和社区里的人，发现社区工作

主要是服务大家的，但因为政策下来后每个社区

的情况不一样，社区也会要求居民去做到一些，

比如创文明和垃圾分类，但需要改变一整个社区

的居民生活习惯是一个很慢的过程，需要我们潜

移默化地去努力。

䦍ℌ模⒤欼䦱䥇
㠷∖㏢⚚

5

欼䦱㟹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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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䦍ℌ模⒤䥇♢⦣

1
专业老师推荐，建议我们去感受成都的社区

文化。

欼䦱⪼幰㧢梷䥇冒♉
⚍㏢⚚

2 线上课程中接触到了慈善法等公益知识，

觉得很有用。

线下培训时每次都会有不同的导师，每个人

的风格都对志愿者有不一样的影响，很多

样也很丰富。

欼䦱℣棹㹸䥇冒♉
⚍㏢⚚

3
小组有一个成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我们觉

得有可行性，就组建了团队。

前期先后去了蜀汉街社区，棕东社区十号院

及旁边的院落考察，原本准备在蜀汉街安装

衣架，后面跟社区沟通时，发现施工的可能性不大，而且情况复杂。

我们就继续走访观察，确定了棕东社区。原本在棕东社区的另一

个院落投放了临时衣架，发现使用情况不尽如人意，而且投放临

时衣架时，每天下雨，没有人用，影响了行动进程。

后来我们投放到了社区介绍的十号院落，前期先跟居委会裴阿

姨和书记了解，后期观察走访，发现院落的居民确实有晾晒的需

求。于是我们联系了施工方，开始了新衣架的定制和投放，并且

修复原先破损衣架。

衣架投放后，我们发现居民们都在积极地使用，并且很感谢我们

的帮助，并且我们也变换了之前临时衣架的投放试点，后来发现

衣架也被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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欼䦱嬏╫㢹㧢䥇冒♉
⚍㏢⚚

�

参加项目后发现，社区工作不仅是我想象

中的每天跟大爷大妈打交道，而是多元化

的。很多成都社区都有年轻化的倾向，越

来越贴近于大家的生活，不管是小孩、青

年、中年、老年都能在社区中找到自己的

一块领 域，而 不是我 之前 想 的只有老 年

人唱歌跳舞。

社区工作看起来很繁琐，其实也有很多有

趣的点，书记会跟大爷大妈居民朋友一起

蹦迪，会搞厨艺大赛，种菜养花，都挺有

意思。

䦍ℌ模⒤欼䦱䥇
㠷∖㏢⚚

�

首先在每次行动的社区周边进行了美食探索，更好地了解社区文化和当地的饮食习惯。

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一群很不错的朋友，有学弟学妹、也有同级的，还有其他学校，还认识

了导师，大家都有帮助到我们，遇到困难会给我们建议，给我们行动的动力。每个人都有很

多的想法，不一定会付诸实践，但益义非凡给了我们很好的行动机会和方向，鼓励我们能

走出去，行动起来，看见目标和方向。

「益义非凡」让我感觉到首先要先动起来，行动起来才会产生连接，才会真正的跟社区有所

联结。公益并非要付出多少的东西或者劳动，只要行动起来，可能一个很微小的事情都会

对当下的情况产生影响，日常生活中都可以践行公益。

「益义非凡」项目结束后感觉自己变得更加积极地参与行动了，之前没那么想做点什么，如

果以后还有机会，会积极参与公益项目，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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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㐂 勈 行动小组 姓名 学校 / 职业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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㓓揀䛉エ⯪⸩ �⯪

幤乚䟢䔬⸩

⸩┐㠜卵

䰁⇝エ∟

㻔㢒⸩

怇Ⅺ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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㾘⸩

ⅎ⃝乤䛉

㋪㠜卵军㧯棈庾

㤱㾘択䰁◽

㊚ 㐂 勈 社区及支持机构

项目督导及工作人员

行动小组 姓名 学校 / 职业 专业

长寿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棕东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双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玉东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得胜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龙腾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陈����泉� 高明玖� 龚玉廷� 龚诗情� 黄可欣� 刘����泓

刘����莹� 刘馨恬� 李孟泽� 皮����瑾� 滕宇堃� 王笑辰

王蕴涵� 周����玥�

手册视觉设计及排版：高北鲁

项目支持方

中共成都市武侯区委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共青团成都市武侯区委员会

发起方

武侯社区发展基金会

执行方

北京毅恒挚友大学生志愿服务促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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