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疫情之下，很多社区表现出较强的自治力量，背后无不渗透着社区人的勤勉与用心、居民的热心支持与理解。

在上海，有一个小区的社区花园不时被口耳相传，那就是位于杨浦区大学路上的创智农园。在这段特殊的时光，这个长期鼓
励居民共治、共建、共享的园地，如何展开新的故事篇章？由它开启的新故事，可以给迈入新阶段的社区共治与社区营造事业，带
来哪些启示？同济大学社区花园与社区营造实验中心主任、四叶草堂青少年自然体验服务中心理事长刘悦来，将自己这段日子的
亲历与所思所想记录了下来。

“无接触”也能邻里相助
■ 刘悦来

不添乱
普通市民也可以有所贡献

春天在哪里？

在一个都市清晨，经过两周自我隔离的我
爬起来奔向创智农园。半月未见，春色已然。花
花草草菜菜们沐浴在春雨中，格外娇艳。

农园里，孩子们一直爱玩的沙坑，仿佛凝
固在某个时刻。回想过往，孩子们的欢笑仿佛
就在眼前。

当我像往常一样，捡着最鲜的花和嫩芽们
正要离开时，前后两辆单车来了。原来是社区
邻居孙小样一家四口今日值班整理。两个孩子
豆丁和豆丫，看到我，便欢快地小跑过来。

豆丁看到我脖子上挂的相机，小手径直伸
了过来，“刘老师，我刚刚上的网课，老师教我
们怎么拍出好照片呢。我来帮你拍一张！”

小样一家是带着午餐来的。她说，今天一
天就在这里了，整理、检查、做社区共同参与计
划。这让我真心感动。农园四岁了。我们一直心
心念念的创智农园社区事务委员会治理方式，

终于开始了实验。

简单地讲，从这个新春开始，我们团队将
不再派驻专职驻场工作人员，而由社区事务委
员会开始参与相关治理工作。这是创智农园作
为上海首个位于开放街区中的社区花园在运
营和维护上的重大突破。 我们对此充满了期
待，认为这是社区花园的真正未来。

看着小样的孩子们，参与种植活动后红扑
扑的小脸，仿佛就是最美的春天。当他们进入
农园的屋子、 直接摘下口罩丢在桌上的那刻，

让我思考起口罩的意义。

口罩是防卫、是抵抗，但其真正的目的，是
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重建人与环境之间的
信任。这场疫情，使得每一个人从来没有像今
天这般，深刻地领悟到生命共同体的价值和意
义，以及每一个人的作用。

大疫当前， 当医务人员冲在前线救死扶
伤，当街道、社区干部奋战社区顾不得休息，我
们作为普通市民， 在不给社会添乱的情况下，

可以做点什么？我们可不可以为重建人与人之
间的信任做点什么？重新建立信任，难道不也
是这个社会最大的事业之一吗？一连串问号向
我涌来。

随手播种出
一个充满惊喜的春天

下午，我给前辈王伯伟老师打电话，了解
他家露台花园在疫情中的现况。王老师是我们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前院长，退休后
一直利用屋顶平台做花园和菜园。此次疫情期
间，王老师亲手栽种的绿叶菜，成了家里重要
的有机给养。

王老师曾寄语社区小花园，认为它隐含着
社会交往、 社区教育等层面上的积极意义，这
种意义与小区的语境相关联，它每一个时刻的
美丽外观，都孕育着一个不一样的未来———它
是一个或大或小的生命绿洲，也是社区营造的
绿色起点。

特殊时期，社区营造的绿色起点可以做点
什么？一个新想法就此诞生———

我们想对社区里的居民们说，当窗外春色
如许，如果此时此刻的你还宅在家里，不能步
出欣赏多么可惜，不妨和家人一起行动，在窗

边、阳台、露台、楼道等一切属于你和家人邻居的
空间，开始这个特别的春天吧。

我们还想到， 如果有居民可以在每天丢垃
圾、拿快递、遛狗的间隙，利用 10秒钟的时间，撒
出一把种子。那么，你所播下的种子，不仅能生长
出属于你的春天，也会带给社区邻居们一个充满
惊喜的春天！如果这样的行动，可以让人们在社
区，以“无接触的方式”，重建信任、收获友谊，和
自己信任的邻里一起， 刻画一片更大的春色，何
乐而不为呢？

就这样，面对“疫情期间如何重建邻里信任”

这一命题，我和四叶草堂的小伙伴们给出的答案
是：从种植开始、从随手播种开始。

因为，在我们看来，即便是居家期间，家里的阳
台花园，和小区绿地、城市公园一样，都是我们所
处的城市环境重要的组成部分。 无论在哪里，只
要是由居民共同参与建设的花园，就是“社区花
园”； 只要是社区居民通过个人亲手努力参与种
植，都将收获植物成长的喜悦和结交新邻居、新
朋友的充实；在美化家园的同时，无论个体还是
家人，都可以收获一段难忘而有趣的时光，同时
为社区关系更良好的发展打下基础。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从上述视角去播种、去实
现一个更大的“社区花园”的创建，每一位参与者
都将是城市生命基础设施的建设者。 你所参与
的社区花园行动，不仅可以让个体、家庭有能力
与社区建立联系，还能增强家庭的韧性，最终为
一个又一个有生产力的社区、 一座又一座有生
产力的城市的形成，打下基础。有了生产力的家
庭和社区，就有了更完整、更强大的生命力。

由社区花园提供支持的
“抗疫三部曲”

如何让上述畅想落地，又不给居民的生活安
全、给社区的正常运维添乱？我们基于过往的社
区花园建设与运维经验，梳理了手中已有的物料

和资源，希望能支持每一个从自身生活开始改变
的家庭。

经过筹划，这场在疫情期间实施的播种行动
包括以下步骤———

第一步，如果居民家里有种子，可以直接
开始种植，我们也会积极提供一些居家自制种
子的攻略。如果没有现成的种子，居民可以向
自己所在的社区花友会、绿植队等社区在地社
团寻求支持，就近、自助解决种子问题；可以通
过社区社群，寻求本社区园艺达人的支持，相互
协商，以确保安全的方式，分享种子和其他种植
物料。当然，这些互换需要做好适当的消毒和
安全防范。 这是家庭和家庭之间重建互信的重
要一步。

如果实在无法通过自己居家或社区互信解
决种子和物料问题，我们特别推出“移动种子方
舟”计划，给已经开始行动并链接到 10户以上邻
居的社群配送种子和全年的种植指南，帮助家庭
恢复生产力， 链接社区有不同能力和需求的个
体，组成线上的支持网络。我们也正在通过社区
种子接力站工具包，支持各位行动者更高效地实
现无接触链接。

第二步，随着大部分地区已经复工，每家每
天都有外出的时间。基于此，我们在线教会大家
“10秒撒种法”， 在社区荒废闲置空间撒下种子。

种下希望，让爱发芽，让更多的邻居们看到、感受
到春天的力量，感受到土地和种子萌芽强大的疗
愈力。当然，你也可以在社区内部建立社区，分享
自己的种子、种植物料和收获。

第三步，在疫情缓和期间，获得过种子以及
种植指南的伙伴，可以分享盈余给社区的公共空
间或者在保证个体安全的前提下逐步走出家门，

参与社区花园的打理。让这份关心照料在邻里间
小范围内持续下去。

整个 “社区花园 SEEDING邻里守望互助计
划”实施期间，我们都会通过线上的方式提供在
线问答、种植指南、工具包的分享，以支持所有参
与者。

相信重建信任的重要性
相信行动的力量

我们的行动也曾遇到过质疑：“疫情期间，种
花种草是小事。”“你们分享线上指南就好， 为何
要线下去搞。”

但细想起来，我们哪里只是想教大家种花种
菜。那些花、那些菜、那些因为参与社区花园打理
而接触到的动物、植物，我们并不是仅仅为了欣
赏、品尝才去照顾它们，而是希望带给所有参与
者一种温柔看待世界的方式。

也许你不喜欢雨天， 但你依然会感谢雨水
滋养了植物与其他生命； 也许你喜欢干干净
净， 但你也会捧着有着小蚯蚓的泥土开怀大
笑。这是我们关照这个匆匆忙忙的世界的小小
方式。

尤其在这个特别的时刻，我和所有行动者比
往常更加坚定地相信重建信任的重要性，也更加
相信行动的力量。 我们一刻也不能停止行动，正
如我们一刻也不能停止呼吸一样。在一个个我们
共同参与营建的阳台花园、社区花园里，我们不
仅已经闻到了春的气息， 更看到了春的脚步、迎
来了自己亲手参与播种的春天。 当春色满园，每
一朵花，都和你有关。

我的好友、华中科技大学建筑学院万谦老师
一家四口确诊，特殊时期，全家一度只能选择居
家隔离治疗、自救自治。当被问及对这段经历的
感受时，万老师说自己没有什么秘诀，有的就是
冷静、理性、科学安排，“家人互相支持，保持营
养，逐渐增强内生抵抗力”。

当了解万老师复查结果还不错时，我曾把我
们的居家抗疫社区花园支持行动草案发给他
看，请他给点意见和寄语。很快，我收到了这段
话语———

“我们都在同一艘游轮上，在无尽的星海里
漂泊。我们可能永远无法靠岸，这条叫地球的船
就是我们共同的家。爱护她，爱你的邻居，相信你
的邻居。我们只有同舟共济，才能在星海中生存
下去。不要把病弱者推下船，不要惊慌，共同爱护
好我们的家园。”

是啊， 家园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安身立命之
所，因为爱，家园才可永续维系。

在疫情期间，当我们突然处于极度紧张的社
区关系时，被动卷入原子化生存的我们似乎具有
另一层含义：个体、家庭的原子化隔离是自保的
需要，也是避免人类社会所受的负面力量影响进
一步扩大的需要；但越是在这样的阶段，人们越
是需要积蓄个人、家庭的能量，提升自我免疫能
力，防御病毒侵蚀。

由此，我有了一个判断：在这个万物互联的
时代，只有个体、家庭更加坚韧，社会整体才会更
有韧性和力量。既然人类处于不断追求自由的过
程中，原子化社会又是一个发展的必然，那么，我
们所追求的， 也应该是一种基于社会系统安全、

基于社区互信的个体自由。

在一个特别时期，被按下了暂停键的城市有
赖于每个家庭的支持。 虽然我们不经常出门，但
是我们依然可以有很多种方式生产幸福和喜悦，

并把它们传递给身边的邻居。

当“无接触”也可以邻里守望相助，我们完全
有理由相信，未来，更多基于互信的社区互助行
动会产生。当你开始在阳台上、在楼栋、在楼下，

和邻居们共同讨论和设计属于你们的一抹绿色
时， 我们相信， 会有更多如春暖花开一般的美
好，在你我身边、在社区、在我们共同的蓝天下
绽放。

原创活动海报。 锟山 绘制

创智农园社区共建召集人孙小样一家在农园
采制花篮。 刘悦来 摄

在这个万物互联的时代， 只有个
体、家庭更加坚韧，社会整体才会更有
韧性和力量。

11见识
2020年 3月 30日 星期一
www.jfdaily.com

编辑：柳森 执行编辑：柳友娟 MONDAY

命运与共，凸显“身在此社区”意义
■ 闫加伟

给“像李佳琦一样卖书”

一点掌声
■ 崔文佳

链接

观察

安静的书店，热闹的直播，过去鲜有人
将二者联系起来。但疫情之下，一场书店直
播上演了。在淘宝某直播间里，单向空间、先
锋书店、 晓风书屋等书店的创始人在线开
讲，网友们在与其互动之余还可以购买书店
“盲袋”。但这一系列举措在吸引大量关注的
同时，也遭遇了一些批评。有人直言，这是知
识在向流量低头。也有人反驳：为何不说，这
是流量在向知识低头？

书店，书店，纵然“书”是它的灵魂，但终
归是个“店”，考虑经营问题理所当然。近些
年，得益于政策扶持和自身创新，许多书店
扭转颓势， 凭借独特风格收获了一众拥趸。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股暖风并不意
味着实体书店整体迎来春天。

有报告显示，2019年实体书店业绩继续
呈现负增长，同比下降 4.24%，规模为 307.6

亿元。此前，大多实体书店还可依靠“书店+”

的模式弥补亏损，但疫情发生后，这条路基
本被堵死了。如今，一些经营者借鉴网络营
销的方法，开始跨界直播，不失为一种探索。

批评者“爱之深，责之切”可以理解，但因为
清高自持而硬将书店与网络对立起来，自行
放弃搭乘网络的快车，恐怕又走向了另一个
极端。

确实， 现实中不乏某些网红书店扮演
“摄影背景墙”角色的现象，但网络中，也存
在大量深度对话、安静思考的平台。既然网
络化生存是时代发展大势，书店非但不能画
地为牢，反倒应该与时俱进，在网络化时代
继续完成传递知识的使命，拓展公共文化的
疆土。

从古至今，各行各业都在变革，区别在
于快慢。 突如其来的疫情像一场极限挑战，

倒逼所有行业加快走出舒适区，探寻另一种
生存的可能。

近两个月来，快递外卖开始了无接触配
送，商场、超市开始了预约提货模式，VR 看
车、看房悄然兴起，一些过去不太触网的老
年人也学会了网络买菜。各种各样的“自救
行动”透着一股倔强、一种生机，为“后疫情
时代”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书店自然也不例外。当一些原本低调的
书店店长开始尝试“像李佳琦一样卖书”，我
们何不给以掌声？书店的魅力，读书人的心
境，相信并不会轻易因为一个“打开方式”的
变化而变化。

书店直播仅仅是一个开始。如何在书店
经营压力、大众精神文化需求与纷繁多样的
新技术、新玩法之间找到“黄金结合点”，是
留给所有爱书人的共同课题。鼓励书店保持
重压之下的求索跋涉，说不定就能寻到一片
开阔的新天地。

(摘自《北京日报》)

前些日子，意大利人受疫情影响纷纷在家
隔离，其中一些人发挥艺术细胞，在家举办起
了“阳台演唱会”。乐器、舞蹈加灯光，不管歌声
在哪儿飞扬，都有热情观众捧场。

在网上看到这个视频，很多网友觉得特别
有意思。此类现象在武汉等地社区也上演过，网
上可以搜到不少类似新闻。对中国而言，疫情正
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作为社区工作者，我觉得或
许可以理一理：疫情可以给社区留下什么？

我想，首先可以留下的，是居民和社区的
全面连接。

以前，我们总说，现在的城市社区有不少
是“陌生人社区”，“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
来”，对面邻居姓什么、做什么工作的都不一定
知道。

对很多居民来说，“社区” 是个熟悉的词，

却又是很遥远的概念。所以，一般大家遇到事
情，不大会轻易想到去找社区帮忙。而这一次
疫情发生期间，我相信，绝大多数居民都和社
区产生了连接。可能是居委会干部，可能是社
区工作人员，可能是民警或者社工，总有这些
人代表社区上了你家的门。对于社区绝大多数
居民来讲，这让他们和社区有了连接。平日里，

一些青年人、 一些社会中坚力量忙得不得了，

没时间顾得上和社区产生频繁连接，这一次都
有了连接。只要有了连接，就有了一个社区展

开工作的基础和触点。这个意义非同小可。

第二个可以留下的，是居民们的脑海中对社
区机构，对居委会、业委会甚至街道，有了更清晰
的认知。

以前，居民们没事便少有机会接触这些机构
的工作人员。而这一次，大家通过一个个上门的、

具体的人了解了社区机构。而且，这一次不仅是
知道了， 还有机会意识到了这些机构的重要性。

无论是买口罩、填表格，还是送菜、送药，都是这
些机构在帮助居民。 当居民对机构有了概念，对
社区的认知也会越来越深。看到了社区工作者的
实际行动，大家对社区工作的观感，就不会停留
在人云亦云的层面。

第三，留下了居民的实际行动。很多居民在
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社区的工作。一些居民
曾调侃，在家待着就是为国家做贡献。但事实上，

除此之外， 很多居民纷纷以实际行动支持社区，

比如做社区志愿者、为社区防疫捐钱捐物，等等。

第四，留下了社区的社群凝聚力。以前，很多
社区也有以微信群为载体的社群网络， 但是，各
种群冷热不一。这一次的疫情却使这些社群无比
活跃。因为憋在家，社群成了很多居民了解社区
情况的最好渠道。很多社群都有居委会或专业志
愿者在提供服务，这让邻里互助一下子落到了实
处。你有买口罩的渠道，我凑个份子；怎么团菜、

拼车出行，都成了热门交流信息。我们第一次感

受到了社区微信群的活跃，“身在此社区”的意识
从来没像今天这么强烈过。

第五，留下了社区参与与自发的协作。开头
讲到，意大利人纷纷开“阳台音乐会”，国内也有
社区自组了这样的音乐会。大家的行为都是自发
的。你家里有音响，门窗打开，声音放出去。你在
阳台上唱，其他人也在阳台上一起唱。这就是一
种自发的协作。这种协作可以极大地激发居民的
社区归属感，也为今后的社区治理、社区共同体
的建设打下一个积极有利的基础。

前面讲的都是居民层面会留下什么，接下来
说说整个社区层面会留下什么。

近期，我和不少街道书记交流，了解到很多
街道已经启动了智能化平台， 有的是小程序，有
的是 App软件。为啥要在这个时候开发？因为疫
情给了街道了解每家每户精准数据的机会。以
往，这些数据可能是从公安局来的，可能是居委
会收集上来的，有的数据过期了，有的不够精准
对位时刻发生的变动。当下这些精准数据为今后
的工作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同时，这次疫情
使大家切实看到了社区治理“智能化”的好处：通
过智能化平台动员、发口罩，就是比传统的手勤、

腿勤、嘴勤更快、更高效。相信疫情会倒逼很多社
区更加重视“智能化”工作的开展。

另一个一定会留下的，是社区单位的参与积
极性。这次疫情使社区单位和社区真正做到了休

戚与共，社区有人感染，所有社区单位都多少受
到影响。所以，这次社区单位对社区的支持力度
特别大，捐钱、捐物之外，有的还直接选派志愿者
参与值守。

今后的社区治理如何利用好上述财富？我
想，首先，社区党建共同体建设会变得更加有力。

这一次，党组织牵头、社区的实体化服务、党员带
头抗疫等，都使社区居民、社区单位对社区党组
织有了更深的认识。相信，未来，社区党建共同体
建设会从顶层机制建设、从更多的形式意义走向
实质起效。

其次，疫情倒逼了社区治理的现代化进程。由
于疫情期间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 创新公共服务
供给方式变得日益紧迫。如何发挥第三方作用、如
何实现可持续的社区治理模式，会成为新的热点。

再则，社区动员成为重中之重。这一次“疫情
大考”让我们看到，当社区治理创新进入更深入
的阶段，对社区动员能力、社区共同体建设能力、

社区治理项目创新能力的要求会越来越高。

未来，社会力量如何参与社区治理，会催生
出很多新话题、新尝试。以社区层面对“应急文
化”的倡导为例，无论是对口罩文化、正确打喷嚏
礼仪等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倡导，还是对家庭备
灾、应急救援等应急文化的倡导，都需要更多公
益组织、志愿者组织的参与。

（作者为社邻家创始人）

涵养新餐饮文明
正当其时

■ 济兼

一段时间以来， 为了加强疫情防控、降
低感染风险，不少地区餐饮企业和服务单位
探索创新餐饮卫生保障措施。无论是错峰就
餐、体温检测、设置“一米线”，还是提倡二维
码付款方式，实际上，都在最大限度保障就
餐者的卫生安全。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
秩序加快恢复，一些地区的餐饮业开始逐步
恢复， 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压力仍在。对
此，在笔者看来，疫情防控期间采取的特殊
举措，对改善餐饮业服务、改进个人就餐习
惯，仍具借鉴意义。

作为饮食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度，国人向
来喜好扎堆聚餐。严格想来，没有分餐习惯，

没有使用公勺、公筷的传统，无形中极可能
加大交叉感染病毒的风险。根据世卫组织统
计，由于饮食不当或共用餐具进食，可能引
起的食源性传染病有几十种之多。对于那些
不健康的就餐方式， 不妨以此次疫情为契
机，促进餐饮文明，倡导大众逐步改善既有的
就餐习惯。

促进餐饮文明，首先，要制定严格的卫
生标准。 餐饮卫生必须由行政强制力来保
障。相关部门需要进一步规范餐饮业卫生量
化分级管理工作，明确餐饮服务标准；针对
不同食品卫生等级的评定，分类加强日常监
管；督促相关餐饮企业将定期消毒、垃圾处
理等卫生要求落到实处。

促进餐饮文明，根本在于涵养健康的饮
食文化。通过聚餐交流情感、增进友谊，是国
人的一大文化传统。但聚餐中表现出来的大
吃大喝、高声谈笑等不良饮食文化，仍需加
以引导和规范。近年来，有关部门推动公共
场所室内禁烟取得积极成效，不得在餐厅内
吸烟成为越来越多国人的共识。可见，积极
倡导加上规则强制， 好的风气是可以养成
的。此次疫情或可成为餐饮服务单位全面推
行公筷、公勺，有条件的餐厅积极推广分餐
制、改进餐饮文明状况的一次契机。

促进餐饮文明，关键要培育健康的饮食
习惯。俗话说，病从口入。统计显示，目前食
源性疾病的发病率居各类疾病总发病率
前列， 唾液是最主要的传播途径之一。围
桌共食、相互夹菜的饮食习惯虽然能拉近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但 “一双筷子吃天
下”，也给了各种细菌、病毒大量传播的机
会。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饭不能不“亲自
去吃”， 饮食安全最终要靠每个人养成良好
的卫生习惯。

做好饮食卫生和健康管理，应当成为每
个公民的人生必修课。 真正从每一个人做
起，从每一次健康、文明就餐做起。

（摘自《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