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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开始为居民组织一个丰富
文化活动的小团体，到现在辐射周
边社区、走到区里和北京市的一些
舞台上，“悦读苑”一年来的快速发
展，让南一社区党委书记罗晓梅倍
感惊喜。她说，现在社区内外书声
朗朗，居民素质越来越高，邻里关系
也更加和谐友善，到处都洋溢着幸
福的笑脸和正能量。下一步，社区
党委会继续支持“悦读苑”的发展，
除了更好地发挥党建引领、根据大
家需求聘请专业老师加强培训外，
还会搭建更多学习和交流的平台，
帮助大家“走出去”。

同时，社区也鼓励“悦读苑”做
好社区文化的传播者和推广者，新
的一年，将组织苑友们走进辖区的
养老机构和工地等进行公益演出，
并在寒暑假开展亲子阅读系列活
动，为云岗地区文化繁荣做出贡献。

记云岗街道孟庆玲的新身份新责任

当好新闻发声人当好新闻发声人 讲好社区暖故事讲好社区暖故事

读书会成立一年 “朗读者”从社区走进央视
云岗街道南一社区成立“悦读苑”让居民感受书香魅力社区新鲜事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
行之。”每逢周三下午，云岗街道南一社区
活动室内都会传来朗朗读书声，2019年12
月18日也不例外。当天，国学老师张秀英
带着 20 多名“朗读者”诵读《大学》《中庸》
里的经典段落，逐字逐句地传授朗读技巧。

这群“朗读者”都是社区读书会“悦读
苑”的学员，每天早上他们都在微信群朗读
打卡，每季度还会开展一次汇报演出。经
过一年发展，“悦读苑”已经成为南一社区
的文化名片。

读书会成立一年 近千人受益

走进“悦读苑”活动室，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摆满了近千册图书的书架和钢琴。谈起
一年来的读书感受，67岁杜阿姨用了四个字
概括——“收获满满”。她说，社区不仅为

“悦读苑”配齐了软硬件设施，还聘请专业老
师传授朗读技巧，帮助大家正确发声。

给学员们上课的张秀英老师就住在南
一社区，退休前是一位教育工作者。得知
社区成立“悦读苑”，她主动加入，并承担了
一定的教学任务。“莎士比亚曾经说过：生
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
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来到这里，
我被大家的热情和努力所感动，带着大家
一起诵读国学经典，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是一件特别愉悦的事情。”

“悦读苑”成立一年来，学员也由最初
的15人发展到30人，直接受益的人群有近
千人。甚至还有一些周边社区的居民慕名
而来，加入到读书的队伍当中。

百日打卡 帮学员练好“基本功”

“悦读苑”的快速发展，与其制定的一
项“硬指标”分不开——所有学员加入读书
会，都需完成朗读百日打卡任务。

“路东住着刘小柳，路南住着牛小妞。
刘小柳拿着大皮球，牛小妞抱着大石榴。
刘小柳把皮球送给牛小妞，牛小妞把石榴
送给刘小柳。”2019年12月18日早上7点，

2组组长孟红在“你我相伴行悦读苑”微信
群里发了一段组员们这周练习的新绕口令

《刘小柳和牛小妞》。不到十分钟，组员郎
利斌打卡接龙，发了一段朗读录音。

“刚开始有的学员担心坚持不下来，有
点打退堂鼓，但从实际效果来看，这样的方
式不仅增加了大家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也
帮助大家在日积月累中提升朗读效果。”苑
长李顺祥介绍道。

记者了解到，“悦读苑”筹备之初，南一
社区党委就充分激发文化骨干自治能力，
建章立制，以规范这支文艺团体的发展。
从2018年12月成立到现在，“悦读苑”已陆
续建立了《悦读苑人员守则》《考勤（打卡）
管理办法》《活动室管理办法》《活动（演出）
管理办法》《培训管理办法》等制度，要求参
加“悦读苑”的学员做到“四个一”，即每天
进行一次打卡练习，每周组织一次集中学
习，每月开展一次主题活动，每季度一次汇
报演出。

从社区走进央视 影响力不断扩大

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悦读苑”极大
丰富了社区文化生活，也让辖区文化氛围
愈加浓厚。

2019年，“悦读苑”相继开展了“润泽心
灵袅袅春音”主题配乐诗朗诵、“传承端午
神韵，诵读中华经典”茶道朗诵会、“诗韵书
香助成长，传承经典润童心”诵读大赛、“秋
风秋韵庆盛世，你我相伴颂中华”诵读、“以
红叶为媒，品诗意丰台”赏叶等 26 场阅读
活动，并在春节、五一、端午、国庆等重大节
日期间，配合社区文化活动，贡献了大量的
原创作品和诗朗诵表演。

比如，在2019年夏天的周末百姓大舞
台上，学员黄振华和孟红就为社区志愿者
创作了诗歌《志愿你我他》；外聘培训老师
雪石先生为云岗街道志愿者创作的《云岗
六巡服务百姓》，经过“悦读苑”诗歌朗诵爱
好者的深情演绎，感动了在场的志愿者和
居民群众；“悦读苑”学员李阿姨为歌颂社

区发展和“悦读苑”成长创作的《开拓创新
的南一社区》《一年的奋斗》《北宫行》等诗
词，也在辖区居民中广为流传。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悦读苑”
还集体创造了“我爱你，祖国”等赞美祖国
的诗歌，表达了对祖国的殷殷祝福。不仅
如此，“悦读苑”还代表社区参加了“阅读北
京”全市诵读大赛在丰台区的比赛，并参与
了中央电视台“听涛诗会”朗诵比赛，大大
提升了学员们的朗诵水平。

新人上路 根植社区成长

2002 年，孟庆玲把女儿送进了大学
校园，也是在那一年，她加入了社区志愿
者队伍。快人快语的她，是大家公认的
热心肠。

南一社区书记罗晓梅还记得，2012
年社区换届没多久，她到居民小区走访，
正好碰到孟庆玲和小区居民在楼前的空
地上织毛衣。看见书记，她直截了当地
说：“书记，花坛里的草该拔了，蚊子太多
了。”一句话，让罗晓梅记住了这位直率
的大姐。

后来说起这事儿，孟庆玲忍不住一
笑，说：“最初做志愿者那些年，和社区干
部接触不是很多，只顾着把社区交付的工

作认真完成。”而在之后很长一段志愿服
务的时间里，她由最初的治安巡逻守一方
平安，到整治环境帮老助老，不断与社区
干部接触和磨合，愈发理解社区工作。

如今，孟庆玲已经是社区志愿者队
伍中资历深厚的成员之一。她积极参与
社区活动，做文博志愿者、做社区新闻发
声人，她说：“跟越多的人接触，越能感受
到生活的力量。人与人之间真诚的交
流，让我觉得一切都很美好。”

积极发声 把社区故事讲给大家听

2019 年年初，孟庆玲所在的南一社
区成立新闻发声人工作室，选拔喜欢摄
影、文字能力强、沟通能力强的居民担任
新闻发声人。性格开朗、热心助人的孟
庆玲因此成为社区第一批新闻发声人。

平日里，新闻发声人需要将自己关
注到的社区活动、社区新闻人物用文
字、图片和视频等形式采集整理并发布
传播，让云岗街道这些“真切感人的事
迹，暖心有情的故事，温情美好的声音，
丰富多彩的群众生活”被更多的人看到
和了解，让南一社区成为云岗的一张美
好名片。

“有了新闻发声人这个新身份，和
社区工作者接触更多，特别是近年来社
区工作者逐渐年轻化、专业化，他们良
好的素养和对工作的热情感染着我。”
谈到新闻发声人工作，孟庆玲热情洋
溢。喜欢读书，善于写作和交流，让孟
庆玲在新闻发声人这个新角色中，找到
自己新的方向。

而这，也正是罗晓梅对新闻发声人
角色的希冀。她身上有着对新事物敏锐
的洞察力和行动力，工作室挂牌成立之
后，她亲自主抓，帮助新闻发声人尽快进
入角色，“让老百姓成为互联网上的主
角，鼓励社区群众主动发声，挖掘身边有

‘温度’的人；将话筒交给老百姓，让更多
的社区居民成为传播正能量的新时代

‘网红’，进一步增强居民和社区之间的
沟通和理解。”

关注身边事 做好志愿者

因为热心，孟庆玲除了是新闻发声
人，还在社区“身兼数职”。她是云岗街
道南一社区“你我相伴志愿行”低龄帮助
高龄团队的志愿者。这一团队成立于
2017年，队员平均年龄63岁。为了更好
地提供服务，并保障志愿者和帮扶对象
的安全，团队每次都安排两名志愿者结
对入户服务。孟庆玲小组每次入户时都
会细心体贴地陪老人聊家常，帮老人做
家务。

在这种氛围影响下，越来越多志愿
者加入到帮扶高龄老年人的队伍中来。
三年间，云岗街道南一社区低龄帮助高
龄志愿者团队入户服务2996 次，服务时
长5692小时。志愿者付出和奉献的不只
是时间，更是发自心底的关爱和温情。

作为社区巡逻志愿者，孟庆玲和邻
里街坊再熟悉不过，朝夕相处中，热心的
她得到了邻居们的充分信任和支持，同
时，她也带动了更多居民参与志愿服
务。这些年做志愿者的经历，都已成为
她宝贵的人生积累，那些暖心的正能量
故事和志愿者伙伴的情谊滋养温暖着
她，在这些故事中，她是聆听者，也是记
录者。

行走了 17 年的志愿之路，她始终带
着初心，不断进步与成长。2017年，她报
考了北京市文博志愿者，成为恭王府博
物馆的讲解志愿者。因为路途遥远，每
次往返路程至少5个小时。她说：“我是
云岗走出的志愿者，我不只代表我自
己。”抱着这样的想法，近三年的博物馆
志愿服务，她从来没有迟到过。

孟庆玲所在的云岗街道是中国航天三
院（中国飞航技术研究院）所在地。五十多
年前的云岗，是京郊一处寂静的丘陵地，是
几代航天人用不懈的努力和付出把它建设
成美丽的家园。他们把一生交给了祖国的
航天事业，云岗承载了他们的青春梦想，是他
们的第二故乡。“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航天人的故事。”孟庆玲特别喜欢跟老人聊
天，喜欢听那些为了中国航天事业奉献一生
的老人们讲他们曾经的青春年华和奋斗史。

志愿者团队中的温成秀就是有故事的
人。她的爱人陈文明先生1960年从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毕业后，以出色的学术能力和
业务水平成为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秘
书。为了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他在钱学
森身边工作八个月后，主动递上申请要求

到基层做科研。就这样他来到云岗扎根基
层，在这里一干就是一辈子。温成秀作为
航天人家属，为人也十分低调朴实，现在她
是志愿者团队最年长的志愿者，古稀之年
仍然服务在社区。

今年81岁的袁玉华老人同样是待挖掘
的“故事宝藏”。19岁时，她从家乡四川泸
州考入北京医学院护士学校，毕业后分配
在积水潭医院工作。当年，她已经是护士
长，但为了丈夫热爱的航天事业，她跟随丈
夫来到云岗安家落户。谈起当时的选择，
老人说从来没有后悔过。

孟庆玲说，在云岗航天城，很多航天人都
有感人至深的故事，是新闻发声人这个平台，
让那些正能量的暖故事得以传播，她也会尽
自己所能将这些温暖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

每次深入社区挖掘故事，孟庆玲总会感叹“我们能做的
事还是太少”。为了胜任新闻发声人的工作，她从零基础开
始学习电脑，到现在已经可以使用文档进行新闻稿件写作
了。她还积极参加社区组织的各类培训课，每次课程都认
真做笔记。“越深入学习越发现自己的不足。”

和其他新闻发声人一起交流时，她发现大家都有着紧
迫感。在新媒体时代，资讯传播迅速而广泛，作为一名新
闻发声人，仅凭一腔热情是不够的，要学习新技术，适应新
机制、新模式。尤其是短视频的广泛普及，对新闻发声人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下一步，南一社区将为新闻发
声人提供视频拍摄、剪辑，短视频软件操作等相关课程。

社区书记罗晓梅说：“南一社区的新闻发声人工作
室开设时间并不算早，经验也不多，不管是社区工作人
员还是居民参与者，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她坚信，随
着越来越多的探索和尝试，新闻发声人队伍一定会不
断壮大并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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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人的故事有太多值得讲” “越深入学习越发现不足”

“成为新闻发声人，我开始更加关注身边的人和事。”2019年，家

住丰台区云岗街道南一社区的孟庆玲加入新闻发声人队伍，伴随着

这个新身份，她看待社区里的凡人小事也有了更敏锐的新闻眼光。

孟庆玲说，希望把新闻发声人工作和志愿服务工作做得更好，

吸引更多居民融入社区这个温暖的大家庭。

■

声
音

把社区书香传播到更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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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新闻发声人工作，是丰台区融媒体中心在推动区域媒体融合过程中进行的一项创新实践。主要是动员和鼓励社区

群众直接参与到基层宣传工作中来，发现身边有“温度”的人，讲述社区有“鲜度”的事，让更多的群众成为新时代传递正能量

的“网红”，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和社区文化建设。目前，全区150多个社区活跃着近600名社区新闻发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