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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1个党小组、
5支文体活动
队、
1个厝边宣讲小分队。模
特舞蹈队、经典诵读队、歌曲
艺弹队、
手工艺队和手拍鼓队
美妆课、
小区公维金管理
等文体队伍应有尽有。
……这些特色课程陆续 “进
这些文体活动队伍还会
驻”小学社区书院，为居民提
不定期进行展演，展示居民近
供实用知识。
期的学习成果。爱好演讲的居
小学社区书院自设立以
民可以参与厝边宣讲小分队，
来，
打造了国学诵读、合唱、跳
运用小品、
答嘴鼓、讲古、经典
舞及手工等课程，是居民“充
诵读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
电” 的好去处。今年 9月以
式，
做邻里的政策“翻译官”。
来，社区书院依托社区 11家
没有兴趣基础，又想掌握
大党委成员单位，打造了“一
一技之长的居民，也无须担
单位一课程”项目。这些课程
忧。经典诵读、
红歌大家唱、
手
知识性强，又贴近群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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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课和模特舞蹈课等都是社
深受居民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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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书院的常设课堂，邀请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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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社区书院活动，让专 小区公维金管理”讲座，辖区 色。”小学社区党委书记肖毅 业志愿者老师能够提供零基
“大家 知 道 什 么 护 肤 步 业化妆师来社区讲课，居民们 物业、
业委会的财务人员都到 蓉说道。据了解，小学社区辖 础教学。
社区书院还经常开展各
骤才是正确的吗？”10月 25 可以学习到更专业的护理手 场参与。听完讲座，一位财务 内有交通委、思明环卫处、大
式活动，每个月由社区的
12
日，以 “秋冬季护肤保养秘 法。社区的陈阿姨喜欢跳舞， 人员表示，
小区公维金涉及业 同小学、污水厂等 400多家
13个无物业小
诀” 为主题的职业及日常彩 经常代表团体外出表演。这次 主的利益，一直是个难题，这 单位，
其中包括厦门海关机关 个物业小区、
开展如垃圾分类
妆课，在小学社区书院开展。 美妆课让陈阿姨掌握了新潮 次讲座为公维金管理提供了 党委、
厦门市交通运输局机关 区轮流做庄，
平安三率和扫
小学社区党委和大党委成员 妆容。她说，
以后外出跳舞更 理论依据。
支 部 等 11家 大 党 委 成 员 单 环保特色讲堂、
单位厦门市天虹商场有限公 有自信了。
位。这些单位涉及多个领域， 黑除恶宣传以及民俗文化进
+,-.%/0123
司支部邀请了品牌专柜的专
在 10月 23日，小学社
专业性强，
可为居民提供不同 小区等特色活动。通过丰富多
“依托 社 区 大 党 委 成 员 内容的课程服务。
样的社区活动，
让居民更好地
业化妆师，
为参加培训的职场 区书院也有一场特色活动。厦
单位，
打造‘一单位一课程’
融入社区，
共同营造温馨的社
女性、文体志愿者，讲解女性 门审计局机关支部党员黄巧
在社区书院管理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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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妆、
生活妆的化妆技巧。 妙在社区书院开设了 “住宅 项目，是小学社区书院的特 社区也尝试了创新举措，组建 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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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如带领党员参与环境整
治，
对违规商家和摊贩进行劝
阻；
每个月的“三会一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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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党员学习相关文件，并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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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找热点时事，与大家分
享；他还走街入户，向社区居
今年 69岁的郭锡庆是鹭 民宣传垃圾分类、扫黑除恶专
江道社区的居民。自 1976年 项行动。
起，他在原厦门自来水公司
“虽然我已经退休了，但
（现水务集团）工作了 33年， 是社区给了我更广阔的舞台，
亲历并见证了厦门改革开放 我 也 希 望 能 多 为 社 区 做 点
以来，
城市供水事业的壮大发 事。”郭锡庆说。
展。2009年，郭锡庆退休了。
作为厦门城市供水建设
他退而不休、发挥余热，退休 管理的参与者，郭锡庆在工作
8年来，活跃在社区工作的第 时，
见证了厦门供水事业的发
一线，推动社区工作的开展， 展。1976年冬天，
郭锡庆从插
并 于 2015年 起 担 任 鹭 江 道 队务农的上杭调回厦门，并分
社区第一支部书记。
配到厦门自来水公司海上供
每个月，
他都会组织党员 水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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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郭锡庆介绍，从 20世
纪 20年代到 80年代，鼓浪
屿居民的用水一直靠着海上
供水船输送。但是 20世纪 30
年代到 1949年左右，仅余一
艘供水船向鼓浪屿输水。直到
20世纪 70年代，厦门自来水
公司委托泉州造船厂先后承
建两艘钢丝网水泥供水船，担
负着鼓浪屿和海上外轮供水
的任务。
当时，
郭锡庆是供水船上
的一名水手，工作非常辛苦。
他说，供水船的载重量约有
160立方米，每天两条船对开
6趟往返于鼓浪屿和厦门本
岛，
共 12趟，
水手每天都要跟
船。“我们要把鼓浪屿的蓄水
池蓄满，
岛上的居民用水量才

会够。”此外，郭锡庆
当时还负责给停靠厦
门的外轮供水。
随 着 1983年 厦 鼓 跨 海
管道配套项目竣工后，鼓浪屿
的供水结束了几十年的船供
历史，
直接用管道供水。1992
年 10月，新的蓄水池、泵房、
加氯间、营业办公楼等，改善
了鼓浪屿的供水条件。如今，
鼓浪屿的居民用水已不成问
题。
厦门是一座城在海上、海
在城中的城市，淡水资源匮
乏。20世纪八九十年代，
厦门
从一座缺水的城市到完成了
九龙江北溪引水渠工程后，大
大提高厦门的原水供应的可
靠性。“实际上，厦门供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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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许多正在进行的工作是超
前的，包括新开辟的新水
源。”郭锡庆介绍，将原水输
送打造成环状供水，从而让水
“动起来”。
郭锡庆说，自己在自来水
公司的工作经历，让他亲历和
见证了厦门改革开放以来，城
市供水事业的壮大发展，感觉
自己与厦门城市供水事业是
并肩前行的。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