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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西屯区何德里的主题壁画。

社区营造 台湾有一套
本报记者 柴逸扉文/图

前不久，第六届海峡两岸社区治
理论坛暨两岸社区“家”年华活动在
福建厦门举行，两岸基层社区代表汇
聚一堂，围绕社区治理、社区养老等
议题开展务实研讨。随后，在浙江洞
头举办的两岸半屏山论坛中，两岸基
层人士和社区营造专家交流了社区发
展经验。
类似的活动近来不少。可以说，
社区营造已成为两岸基层治理中的焦
点话题。什么是社区营造，台湾的社
区营造又如何开展？

验，有没有伴手礼采买？这些问题都
需要考虑清楚。“发展产业的目标最
终还是要让本地居民生活得更好。如
果只是居民赚到钱而社区环境变糟
了，贫富差距大了，那社区营造就失
败了。
”

两岸可互学互鉴
“两岸社区治理各有特色、优势
互 补 ， 今 后 不 妨 互 学 互 鉴 。” 近 年
来，张昭友频繁来往于海峡两岸，关
注两岸社区发展。不论是东南沿海的
浙江、福建，还是西部山区的云南、
贵州，他都深入基层，了解大陆社区
营造的情况。他表示，两岸业者若能
发挥各自优势，透过联合培养人才、
开展社区项目合作等方式，共同营造
社区，将有助于彼此互学互鉴，促进
深化两岸社区融合发展。
如今，两岸之间在社区营造、

从一片空地做起
街角的公园面积虽不算大，但绿
树茂密，环境优美，儿童滑梯、健身
器材、石凳座椅等一应俱全。白天烈
日当空，老人和孩子们在这里避暑、
玩耍，享受闲暇时光。到了晚上，周
围居民来此健身、跳舞、闲谈。这是
台中市西屯区何德里街 心 公 园 的 场
景。
“早些年，这里还是杂草荒芜的
空地。部分居民在这里圈一小块用来
种菜，但因各自打理，所以颇为杂
售卖，开发以凤梨、竹笋、宫庙面为
乱。一到夏天，这个街角空地成为了
特色料理的推广体验活动，成立社区
蚊虫的聚集区，居民们都绕着走，哪
剧场开展有当地文化元素的演出等，
像现在这么愿意来。”参观时，何德
这些元素都吸引周围民众和游客前去
里里长林志雄感慨说，社区营造就要
观光体验，社区和居民的收入也因此
从小处入手，一些不起眼的细节的改
大幅增加。为了反哺社区公共服务，
变，都可能让当地居民有获得感。
东势里把产业发展带来的部分收入用
林志雄还举例说，通过清理建筑
于老人的关怀照顾，这一举措受到了
废墟、规划建设停车场，社区的环境
社区居民的欢迎。
更美了，生活也便利了；在灰白墙上
制作花博主题和妈祖绕境巡礼主题的
马赛克拼贴画、在看板上粘贴介绍本
宜居是根本目的
里风土民情的闽南语诗歌，这些举措
台湾社区营造行之有年。上世纪
都让社区更有文化味了，居民也更有
90 年代，在经历一段时期的高速经
归属感了。
济成长后，台湾开始出现环境污染严
与城市社区不同，台湾许多农村
重、居住品质下降、人际关系解构等
的社区营造还会突出特定产业的发
问题。1994 年，台湾主管文化工作的
展。例如台南市关庙区的东势里，就
把当地的凤梨做成凤梨冰、凤梨馒头 “文建会”推动“社区总体营造”，期

行摄台湾

基层治理的交流上越来越频繁。
两岸基层治理论坛、两岸社区营
造论坛等活动在各省市如火如荼
地举办，两岸社区营造专家和基
层人士的互访与考察交流也持续
开展。
与此同时，许多台胞和台湾团队
亲身参与大陆的社区营造工作中。例
如海峡两岸社区营造工作坊主任、台
胞周芷茹就通过工作坊邀请台湾专业
管理团队入驻，借助台湾社区营造的
理念和经验，提升厦门的社区治理水
平。2016 年起，周芷茹投入中华街
道社区营造工程中，前后花了近 1 年
时间盘点街区内所有不可移动文物和
建筑，并按照时间、历史脉络进行梳
理，把点上的文物串联成线，最终设
计出三条游览线路。另外，大陆许多
社区还聘请了台籍社区助理，希望借
助台湾经验，让大陆居民的社区生活
变得更美好。

台中市西屯区何德里的志工在参与社区营造活动。
望从社区出发，通过社区环境改善、
社区资源整合、社区特色产业发展，
让社区变得更宜居，居民对家园更有
认同感。
“要说台湾社区营造的迅速推
广，不得不提‘9·21’大地震。这场
灾难让台湾损失惨重，与此同时各地
迅即开展了灾后自救，重建家园。”
辅导何德里进行社区营造的台中市黎
明生活美学协会荣誉理事长张昭友告
诉记者，当时他到地震受灾最严重的
南投县参访时，发现许多灾后重建的
新家园比原来更漂亮、更宜居，因而
触动很深，开始思考怎样让自己的社
区也变得更舒适、公共设施更亲善，
尤其是住在同一个大楼的居民可不可
以不再如同陌生人？于是，他和志同
道合者开始了社区营造的工作，并且

一做就是 20 年。
除了何德里，台中市黎明生活美
学协会还辅导了不少村里做社区营
造。上课讲解、活动参访、答疑解
惑、撰写计划书、申请补助款、措施
落地……几乎各个环节，协会的老师
们都会帮社区把脉，找到合适、可行
的道路。
“社区营造的总体目标都是追求
宜居，但方式各不相同。例如有的只
需考虑本地居民的舒适感，而有的还
要考虑产业发展。
”张昭友说，如果要
做产业，就得要想怎样打造当地的特
色产业，这些产业的收入怎么分配才
能让社区居民有获得感？假如是做旅
游产业，那么社区一次参观能容纳多
少人，停车场和公共卫生间是否足
够，有哪些景点可看或活动可以体

台中市西屯区何德里的街心公园。

宁台港澳四地中小学生

以人工智能奏响中华礼乐
据新华社南京电 （记者陈席元）“和鸣 2.0：穿
越千年的礼乐”创意制作挑战赛近日在江苏南京
举行，来自南京、台湾、香港、澳门四地 62 所中
小学近 260 名学生共同奏响中华传统礼乐。
据裁判长马睿介绍，比赛分为小学组与中学
组，每支队伍由 3 至 4 名学生组成。比赛任务是让
机器人乐手演奏传统乐器，每队需自主制作一套
中华民族古代乐器和一组具有人工智能的演奏机
器人，并让机器人自主演奏 20 个以上音符。
“我们设计的主题与中秋节有关。”来自澳门
培正中学的曾卓谦告诉记者，他们都是第一次来
南京，“我们在夫子庙买了一盏花灯，两名队员还
画了一幅画，上面有可爱的玉兔”。曾卓谦说，希
望将秦淮花灯元素和机器人组合在一起，体现大
赛“和鸣”的主题。
一排五颜六色的瓶子、红色的鼓、金色的

锣，南京后标营小学“甲壳虫”战队的机器人演
奏了中国民歌 《好一朵茉莉花》。据了解，比赛现
场所有机器人都是学生们“废物利用”的成果，
南京市高淳区湖滨高级中学的参赛选手利用废旧
课桌制作了一架小钢琴，用黏土制作古代人物，
还以染色纸巾制作人物服饰。
马睿说，今年是南京第二次举办这项活动，
去年让孩子们以敲击编钟的形式演奏古代礼
乐，“今年参赛队伍里出现了扬琴、空灵鼓等更
为复杂的乐器，虽然技术难度更大，但效果令
我们欣喜。”
“这项比赛很好地结合了传统与现代。”南京
市教学研究室研究员杨健说，“它一方面让孩子
们走近并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让他们
面向未来，培养创新意识、实践能力和团队合作
能力。”

霓虹与花草相映

北京世园会香港园韵味独特
查文晔 魏梦佳

休闲好时光

日月潭

近日，位于台湾
南投县的日月潭景区
迎来旅游旺季，许多
游客来到这里休闲度
假，度过美好时光。
上图：日月潭风
光。
右图：游客在日
月潭游玩。
新华社记者
朱祥摄

巨幅的摩天大楼浮雕、五光十色的霓虹
灯、带着田野芬芳的花草，这一切融合在一方
小巧别致的空间中，成为北京世园会香港园最
夺目的亮点。
香港园整体分为“建筑展亭”“园艺花园”
和“特色展墙”三部分，以“对比城市”为主
题，大胆尝试，既突出城市与乡郊景观差别，也
展示城市与农耕的互相融合。
在园区外围，有一道显眼的“特色展墙”，
与墙体垂直的白色浮雕模型是一片微缩的摩天大
楼。游客凝视着这面展墙，宛如从空中俯瞰维多
利亚港湾，香港国际大都市的气息扑面而来。
步入园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由钢铁搭建的
两层“建筑展亭”，餐饮、零售、金融等香港各
行各业的霓虹灯牌匾闪耀其上，而翠竹等垂直绿
化植物掩映其间。城市与乡村、建筑与植物，香
港的多重空间与多元气质在这里碰撞、融合。
北京世园局招展二部副部长李扬介绍，展亭
以钢铁构造抽象展示香港的高度密集城市面貌，
展亭面向“园艺花园”的立面以半透明网面为主
体，模仿工地常用的围封方式，标志香港不断转

变和适应的城市性格。
在 园 区 主 体 的 “ 园 艺 花 园 ”， 鼠 尾 草 、 鸢
尾、鲁冰花、姬小菊、月季等大片花草盛开，娇
俏可爱，艳丽缤纷，为夏日的园区增添色彩，吸
引了不少游客驻足拍照。
北京世园局常务副局长周剑平表示，世园会
香港园由香港特区政府相关部门组织设计，完美
结合香港特色文化与园艺。在一般人印象中，香
港高楼林立，是一个时尚、现代、中西文化交融
的城市。通过香港园，人们可以看到香港还有另
外可爱的一面，整个城市与周边生态环境和谐共
生、融为一体。
“回顾历史，香港从一个小渔村发展而来，
如今大量土地都是受保护的郊野公园，乡村生活
是香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李扬表示，在繁忙的
都市生活中，大众产生了向往简朴自然生活的追
求，希望拉近与自然的距离，城市耕种应运而生。
专程从江苏来京参观世园会的游客邵小姐表
示，香港园设计构思巧妙，增添了她赴港旅游的
兴趣，“我想实地看一看香港的风景，体会她的
独特韵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