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2015年8月19日 星期三 编辑：王倩 美编：郭传靖二七社区报 <<<<

周周五五来来赤赤霞霞广广场场看看邻邻里里节节开开幕幕式式

S03

本报讯(记者 王倩 实习生 路振飞) 家庭是
社会最基本的单元，居民是社区生活的主要参与者。
为了引导居民自动参与到社区事务的管理之中，激发
社区内在活力，弘扬邻里团结、互助和睦的传统美德，
融洽邻里亲情，建设安定祥和、温馨和谐的新型社区，
二七新村街道居民又迎来第二届邻里节活动。21日
(本周五)上午，将在赤霞广场举行邻里节开幕式，现
场将对评选出的二七新村街道身边好人、百佳和谐家
庭进行表彰，还会有咱们社区居民带来的歌舞表演。

二七新村街道办事处相关人员介绍，如今，如何
让社区居民成为社区管理、社区建设的带头者、主导
者，是现阶段建设新型社区的根本途径。工作的繁忙、
生活压力的增加使社区的潜在正能量难以合理释放，
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难以发挥。与此同时，以
兴趣爱好为纽带的社区小组在各个社区中蓬勃发展，
为开展社区治理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正基于此，
二七新村街道办事处在成功举办第一届邻里节的基
础上趁热打铁，举办第二届邻里节活动。

本届邻里节以“美德进万家 和谐伴邻里”为主要
内容，分别以“美、和、孝、爱、乐、活、助”七个字为关键
词，在七个居委会开展主题活动，以社区社会组织活动
为主要形式，凸显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生活中的平台
作用，在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热情的前提下，打
开一条“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组织建设”的治理模式。

根据记者了解到的信息，本届邻里节中，突出
“美”字，就是以中国汉字之美为主题，以汉字听写大
赛为形式开展主题活动；“和”主要是倡导邻里间和睦
共进、安定祥和，开展“27道风味”美食品鉴会主题活
动；“孝”则突出社区对中老年朋友的关爱，以社区公
益诊疗的形式开展活动；“爱”主要是针对社区中青少
年儿童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举行“墨香雅韵，代
代传承”中国传统书法受教活动；“乐”是以社区居民
同玩同乐为主题，开展“一乐运动会”中老年趣味运动
会活动；“活”则是以展现社区活力为主题，开展“手串
玩家鉴赏会”暨老济南图片展活动；“助”字重点体现
社区居民互帮互助的邻里关系，开展“爱相随”益购义
集二手物品置换义卖活动。

本次邻里节活动将于8月21日(本周五)启动，启
动当天上午，街道办事处将在赤霞广场举办开幕式，
现场还安排了社区居民带来的歌舞表演。与此同时，
位于各社区内的分会场活动也同时启动，汉字听写大
赛、趣味运动会、健康诊疗、百家宴等活动相继展开，
在一周多时间内，为大家带来最直观的互动体验。

还等什么呢？本周五上午9时，记得来赤霞广场看
演出。本报记者也为大家整理了邻里节期间各项活动
的时间、地点以及活动细则，希望可以为大家提供参
考，在第二届邻里节上一展身手。

第二届邻里节

活动一览表

关键词：美

“汉字之美”
建南汉字听写大赛

时间：8月21日(星期五)
地点：建南社区居民会议室
活动细则：每个社区组成一支代表队，团队中的成员

面对评委依次听写，由评委判断对错，并决定该队员是否归
队。依次循环，直到场上剩下最后一名队员即为最终的胜利
者。

关键词：助

“爱相随”
益购义集二手物品置换义卖

时间：8月22日(星期六)
地点：梁北社区
活动细则：活动前提前招募参与者，小朋友及家长均可

以一起参与其中，享受义卖的乐趣。

关键词：活

“手串玩家鉴赏会”
暨老济南图片展

时间：8月23日(星期天)
地点：建新社区三箭如意苑中心广场
活动细则：1、由齐鲁之心志愿者讲解文物知识。
2、文物专家为社区居民专业鉴宝。
3、文玩爱好者进行相互交流，并有文玩专家对玩家

收藏进行鉴定。

关键词：爱

“墨香雅韵，代代传承”
中国传统书法受教活动

时间：8月24日(星期一)
活动细则：以小家庭的幸福影射出社区大家庭的和谐，

以家庭为单位报名参加，每位家庭成员为除自己外的其他
家庭成员写下一句话，粘贴在“社区树”上，同时书画协会的
老师们在旁边书写几幅与爱有关的大字，小朋友选择自己
喜欢的一个字进行字义了解并由书画协会的老师教授书
写，最后在“社区树”下合影并将“爱”带回家。

关键词：孝

“花明”
残疾人健康诊疗

时间：8月27日(星期四)
地点：铁一社区居委会会议室
活动细则：现场由残疾人健康咨询师为社区内残疾

人提供健康诊疗活动。
(本报记者 王倩)

关键词：和

“27道风味”
社区百家宴活动

时间：8月26日(星期三)
地点：日间照料中心
活动细则：以社区为单位，推出27道营养膳食宴，每

个社区包括一道早餐、一道中餐、一道晚餐，陈庄社区各
出三道早餐、中餐、晚餐。邀请居民进行品尝共享，评选出
二七风味最佳早餐、中餐、晚餐各一名。

关键词：乐

“耆乐运动会”
中老年趣味运动会

时间：8月25日(星期二)
活动细则：
1、丢沙包(线外投掷沙包，规定时间内，投入筐中最

多的获胜)
2、筷子夹乒乓球
3、保龄球(每人机会三次，用球推倒水瓶，记录最好

成绩)
4、踢毽子(规定时间内，数量最多者获胜)
5、摸着纸板过河 (每人给两个纸板，脚踩纸板上，

依次到达终点，记录时间。

邻里节活动之攻略宝典

不常见的生僻字
在今年的邻里节活动中，其中一项很重

要的活动就是汉字听写大赛，虽然小编不知
道在听写大赛中会有哪些汉字会出现，但小
编还是精心为大家找到了一些不常见的生僻
字，希望能够给准备参赛的居民带来帮助。

以下就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不常见的生
僻字：

觊觎 jìyú 龃龉 jǔyǔ 囹圄
l ín g y ǔ 魍魉 w ǎn g l i ǎn g 纨绔
wánkù 鳜鱼 guìyú 耄耋 màodié
饕餮 tāotiè 痤疮 cuóchuāng 踟躇
chíchú 倥偬kǒnɡzǒnɡ 彳亍 chìchù

谄媚 chǎnmèi 女红 nǚgōng 佝偻
gōu lóu 龟裂 guī(或 jūn) l iè 蓓蕾
bèilěi 蹀躞 diéxiè 迤逦 yǐlǐ 呷茶

xiāchá 狡黠 jiǎoxiá 猥亵 wěixiè
委蛇 wēi yí 蟾蜍 c hán chú 迷惘
míwǎnɡ 趔趄 lièqie 窥觑 kuīqù 肄
业 yìyè 徜徉 chánɡyánɡ 叱咤
chìzhà 绸缪 chóumóu 纶巾 guānjīn
咄 嗟 d u ōj i ē 罹 难 l ín àn 龌 龊
wòchuò 促狭 cùxiá 皈依 guīyī 旮旯

gālá 戛然 jiárán 参差 cēncī 鳏夫
guānfū 髑髅 dúlóu 皴裂 cūnliè 妊

娠 r èn s h ēn 老 鸨 l ǎo b ǎo 东 莞
dōngguǎn 孑孓 j iéjué 逡巡 qūnxún
趑趄 zīqiè 斡旋 wòxuán 弹劾 tánhé

旌旗 jīn g q í 沟壑 g ōu h è 交媾
jiāogòu 菁华 jīnghuá 毓婷 yùtíng 拈
花 niānhuā 旖旎 yǐnǐ 褴褛 lánlǚ 蒯
草 kuǎicǎo 执拗 zhíniù 匍匐 púfú 阿
訇 āhōng 暴殄 bàotiǎn 拥趸 yōngdǔn

氤 氲 y īn y ūn 鹄 的 g ǔd ì 整 饬
zhěngchì 贲临 bìlín 踽踽 jǔjǔ 弑君
shìjūn 舐犊 shìdú 澹台 tántái 单于
chányú 尉迟 yùchí 噱头 xuétóu 劓刑

yìxíng 木讷 mùnè 薄荷 bòhe 徘
徊 p á i h u á i 耆宿 q ís ù 确凿
quèzáo 枣核 zǎohé 给予 jǐyǔ 说
客 shuìkè 腌臜 āzā

垚(三个土，读音yáo，意：山高，多用於人
名。) 犇(三条牛，读音bēn，意：同“奔”，急
走，跑，紧赶，逃跑等。)

聂(三只耳朵，读音niè)
磊(三块石头，读音lěi，本义:石头多)
猋(三条小狗，读音biāo)
贔(三个宝贝，读音bì)
嘦(上只下要，读音jiào)
囍(两个喜字，每个喜字31口，共六十二口，

读音xǐ)
巭(上功下夫，读音bū)
恏(上好下心，读音hào)
孬(上不下好,读音nao)
奣(上天下明，读音wěng)
嫑(上不下要，读音biáo，意：不要)
驫(三匹马，读音piāo)
嚞(三个吉，读音zhé)
譶(三个言，读音tà )
舙(三条舌头，读音qì)
瞐(三只眼，读音mò)
馫(三只香，读音xīn)
灥(三条泉水，读音xún)

靐(三个响雷，读音bìng)
畾(三个条田，读音léi)
轰(三个车，读音hōng)
皛(三个白，读音xiǎo)
惢(三颗心，读音suǒ)
尛(三个小，读音mó)
麤(三个鹿，读音cū)
龘(三个龙，读音dá ，意古同“龖”，龙腾飞的

样子。)
(本报记者 王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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