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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月桂

老城区的社区， 总有老旧的房子、 拥堵的
道路、 喧闹的菜市场， 当然少不了各拿腔调的
老人们， 他们的日常生活， 最能体现社区的风
骨， 就像“标签” 一样。

长沙市开福区荷花池就是一个老城区的社
区， 位于望麓园街道。 4月的一个雨天， 记者
在这里看到了这样一群老人， 他们种花植树、
借光炒菜、 自行车代步、 使用环保袋、 给垃圾
分类……是颇有腔调的“两型” 达人。

多年来， “节电达人” 易巧莲娭毑晚上做
饭几乎从没用过灯， 她家厨房外就有小区道
路， 路边有数盏路灯， 易娭毑就一直借用路灯
照明做早饭、 晚饭。

“我不怕别人说我抠门， 我这是在为子孙
后代节约资源。” 易娭毑说， 以前家里每个月
用电100多千瓦时， 现在只用50到60千瓦时。

别人家里停小轿车， 在“骑行达人” 马本

中的家里， 却停着新新旧旧8辆自行车。
马本中身材精瘦， 看起来不到50岁， 其

实已经65岁了， 骑自行车出行已坚持11年，
在他的带动下， 家里每个人都尽量骑自行车出
门。 令人称奇的是,马本中还组织了一支平均
年龄近60岁的湖南老年自行车队， 历时1个
月， 完成了从昆明到拉萨2300公里骑行的壮
举。

“环保达人” 丑建纯姓丑， 长得白净周正
是个美娭毑。 丑建纯60多岁了， 仍旧热心环
保公益。 去年， 丑建纯在社区组织了一次玩具
义卖， 让社区居民将家中闲置的旧玩具拿出来
卖， 所得的钱全部投入社区的环境建设。 平日
里， 丑建纯也喜欢教大家做垃圾分类、 进超市
购物用环保袋， 介绍节能小窍门。

荷花池巷财经中专的宿舍楼前， 小小的庭
院里种满了金银花、 白兰花、 茶花、 杜鹃花、
桂花， 搭配得错落有致。 “种花达人” 彭立葵
就住在这里：“我们这里的住户都喜欢养花， 有

了花草， 心情也会更好。” 彭立葵说， 社区有
一个“花枝俏” 志愿者协会， 让居民对社区绿
化进行设计， 大家主动参与， 积极性很高。 现
在， 协会会员已有300多人。

近几年， 社区每年组织开展“两型” 达人
评比活动， 让大家效仿学习， 使“两型” 观念
深入每个人心中， 推动“两型社区” 创建。

“创建‘两型社区’， 我们推行居民自治，
做到居民的事居民议， 自己的事自己管， 大家
的事大家办。” 荷花池社区居委会主任余柳英
说。 每逢节假日、 喜庆日， 社区就组织“两
型” 达人， 自编自导， 为居民表演节目。 在社
区倡导下， 荷花池居民形成了爱护环境、 节约
资源的良好氛围。

在荷花池社区活动室里， 记者见到几名妇
女正在用破丝祙做绢花。 废旧的材料， 经她们
巧手编织， 魔术般地变成了争奇斗艳的花朵。
而“两型”， 也正是在这样一个个细节里， 变
得更具实相、 更有姿态。

“不怕别人说我抠门”
荷花池“节电达人”、“骑行达人”、“环保达人”、“种花达人”，个个有精巧故事

两型改变生活

从盆景到花园

本报记者 周月桂

仲春时节，花开成海。 记者来到长沙市望
城区金山桥街道桐林坳社区， 探访这个名叫

“银孔围”的社区村落。 在这里，家家户户都被
鲜花与翠竹包围着，人在花中，家在绿中，社区
村落成了春天里最接地气的图画。

仔细一看，这里的鲜花与别处不同。 不仅
有桃花李花等木花，还有开着细小花朵的石竹
紫薇等草花，山塘里还有水芭蕉、铜钱草等水
生植物。 草花用竹片细心地围着，一丛丛，一簇
簇，密密麻麻，挨挨挤挤，露着小小的惊奇的
脸。 她们被精心地布置在沟边垄上，房前屋后，
或圆形，或方形，或心形，还有的置于路灯架
上，垃圾箱上，颇具匠心。

竹子在南方最常见不过。 银孔围是有名的
“竹乡”，竹子在这里也可谓物尽其用了。 随处
可见竹制品，如晒衣服的竹架、围菜园的竹篱
笆、路灯上的竹花篮；而最具特色的，是这里的
垃圾桶。 各家各户门前和路旁都设有三色分类
垃圾桶，用竹子做成小屋，将三个垃圾桶并排

固定在里面， 屋顶上再设计成一个小花池，种
上草花，于是，垃圾桶也成了一道风景。

精巧的花艺，独特的垃圾桶竹屋，银孔围里
似有“高人”设计。经了解，此人便是村民胡丙炎。

胡丙炎军人出身，为人豪爽大方，头脑灵
活，又在外面跟人学过几年园艺，养花颇有心
得。 3年前，任村民小组长的胡丙炎动员大家美
化家园，提出“栽花种植果树、整治净化山塘、规
范标准菜地、提质美化庭院”，并带头捐款1万
元， 还贡献了自家培养的2万株花苗：“谁想种
花，就到我家来领。 ”

� 胡丙炎此举得到了大家的一致支持， 83
岁的老共产党员钟庆祥掏出了1000元积蓄，
村里的困难户李友良也主动送上1000元， 还
有张旭3000元、 彭海文4000元、 袁建文5000
元……每一户都积极捐款或投工投劳。

村落里原有几处臭水沟， 水流常年墨黑， 夏
天更是蚊蝇成堆， 气味难闻。 此番整治， 大家将
水沟疏通， 上面盖了水泥板， 再用青砖砌个花
坛， 种上花草， 小的水潭里就养了铜钱草， 成为
别具风韵的水生植物盆景。 竹子既环保又美观，
原料在当地又俯拾皆是， 于是竹子成为银孔围里
唱主角的景观元素。 村民原来喜欢拉铁丝晾衣，
胡丙炎给大家都改成了竹制的， 村民嫌塑料垃圾
桶不够美观， 而且重量轻， 容易被风吹倒， 胡丙
炎便设计出“鲜花竹屋”， 稳重美观大方。

因为竹制品需求量陡增 ， 竹篾手艺也
“红” 了。 实用而且美观的竹屋， 都出自残疾
篾匠张二毛之手。 村民自己砍几根
竹子连同设计图， 一并送到张二毛
处， 过几天就有了成品， 张二毛也
不收钱， 只当为村里美化投工出力。

周月桂

两型社会的建设， 不仅需要经济社会层面的变革， 更需要
在日常生活领域的渗透， 需要人人养成两型生活的好习惯。

社区是人们生活的基本平台， “两型社区” 的建设， 正是
立足于日常生活领域， 培育一种 “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 的新
社区生活方式。

骑自行车出行、 使用环保袋、 实行垃圾分类……在荷花池
社区的 “两型” 达人身上， 处处可以感受到 “两型” 生活
方式的气息， “两型” 已成为社区的一种时尚风潮。

“两型社区” 的建设在于培育一种新的社区生
活方式， 而 “两型” 生活方式， 最终要落脚
在每个居民身上。

荷花池社区的 “两型” 创建， 让我
们看到个体的巨大主观能动性。 只有人
人都从自身做起， 积极参与 ， “两
型 ” 梦才会更加灵动 、 更有活力 、
更富生机。

开门见绿 居家伴花

共推两型新生活
■记者感言

本报记者 张尚武

重重叠叠的山， 弯弯曲曲的路，
滴滴答答的水，高高低低的树，装点
出江南园林独有的风韵。

这是长沙县安沙社区的两型生
活馆。 去年以来，社区依托森鑫园林
公司，设计出家庭绿化、社区绿化的
10种模式，政府以奖代补，让绿色园
林推门进家。

“两型生活馆占地80亩，就是以
两型理念，展示家庭园林十种模式的
样板。 ”作为馆主的杨胜伟解说，家庭
绿化、社区绿化，需要人人来参与。过
去我们推出10种模式， 没有实景可
看，吸引力打了折扣。现在，两型生活
馆将齐集适合家庭园林的400多种
本土树种，营造实地景观，展示两型
理念，同时这里也将成为青少年两型
教学科普基地。

从自然的角度来讲，人们天然与
绿色亲近。俗话常说：“大树底下好乘
凉”， 主要是心理上对绿树的归属与
寄托。杨胜伟称，树木释氧固碳、吸收
粉尘，林带降低噪音，绿地冬暖夏凉，
创建绿色社区、花园家庭的好处大家
看得见、摸得着。 但推进绿色园林进
家园、进社区，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是，社区植物造景千篇一律，百姓种
树养花知识不够， 专业服务又跟不
上，园林人才奇缺。

为了普及园林知识，长沙县林业
局在森鑫园林公司协助下，结合园林
景观艺术和传统文化习俗，精心编印
《绿色庭院—长沙县庭院绿化指南》，
发到千家万户。 目前，全县已涌现绿
色社区4个， 挂牌的花园式家庭500
多户。

“在两型生活馆，我们还将探索
立体绿化的新路子。 ”杨胜伟心中的
绿色社区，除了道路、公共空地绿化
外，还包括庭院绿化、墙面绿化、阳台
绿化、屋顶绿化。 多年来致力于推广
园林进家庭，杨胜伟日前荣获全国光
彩事业国土绿化贡献奖。

两型生活馆展示的家庭园林模
式，在县里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加以推
广， 首期1000户示范样板正在征集
筛选。“这是一个纯粹的公益项目，由
政府主导，不以盈利为目的。 ”杨胜伟
介绍，园林进家“三分种、七分养”，现
在最大的难题在于“养”，森鑫公司对
参与建设两型生活馆的家庭，将长期
跟踪服务；对绿色社区的建设，每个
社区将安排专人， 落实各项园林服
务。 就像物业公司一样，打理绿色园
林服务， 业主每月几块钱的维护费，
公司就派出专业“园丁”，定期为家庭
园林除杂、除草、防虫，并示范带动、
一点一滴教给业主关于园林养护的
知识，一旦业主完备了养护树木花草
的知识， 可随时与公司解除服务合

约，自行打理。
随着绿色园林进家庭，将

造就更多的“园丁”与“花匠”，
让绿树、花草真正“扎根”庭
院、美化社区，为人们的生活
提供更多的绿色享受。

省两型办副主任 刘怀德

社区作为最基层的组织，最贴近人
民群众生活。 社区的两型示范创建，直
接影响到整个“两型”社会建设的全局。

从一开始，我省就着手抓两型社区
建设。 六年来，在社区干部的积极组织
下，广大机关、学校、门店等单位和千千
万万的家庭积极参与，各地两型社区示
范创建，如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创造
了精彩纷呈的典型经验，传递了两型的
正能量， 成为我省转型发展的亮丽风
景。

当前，我省进入了小康社会、两型
社会、 和谐社会建
设的新阶段。 两型
社区示范创建，既
是两型社会建设的
基础工程， 也是一
项创新性的工作。
未来， 要把我省两
型社区的创建引向
深入， 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

一要更加广泛
地发动群众参与。
把社区建设成一个

温馨和谐、绿色环保的港湾，不仅需要
政府加大引导， 社会各界大力支持，更
重要的是动员社区居民积极参与。 发挥
社区与居民、家庭零距离的优势，加强
节能、生态、环保宣传教育，让绿色生
活、低碳环保的理念根植于老百姓的心
中，让环保成为社区居民的一种生活习
惯、一种自觉行动。

广泛发动首先要大力开展宣传教
育， 提高人们对两型社会建设的认识。
宣传环保，提倡节约。 在各个街道、社区
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资源节约和环境
保护宣传， 提高全民的资源环境意识，
提高全社会对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
好型社会重大意义的认识，增强紧迫感
和责任感。 宣传节约水电的好典型，让
小区居民养成循环利用水资源，随手关
灯、关水龙头的好习惯；提高修养，不乱
丢垃圾，不随地吐痰，积极参与环保活
动。 只有每个公民、每个家庭、每个社
区、每个单位都积极行动起来，从一点

一滴做起， 从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起，才
能共创共享两型美好生活。 此外，还要
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文明创建、环境保
护等内容，播报社区好人好事，批评居
民的不文明行为等， 营造辖区内文明、
健康向上、居民共驻共建、安居乐业的
良好氛围。

二要更多地推动两型社会建设具
体化。 去年，我省提出了“九进社区”的
口号，提倡无论新老社区，都要积极引
入节能产品、清洁能源、自行车、环保
袋、垃圾分类、花卉苗木等两型元素安
家落户，使两型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

社区作为最基层的单位，在废旧物
资分类投放管理、可再生资源回收方面
大有可为。 随着家用电器更新换代加
快，更新换代后的家用电器、电子设备，
如电视机、洗衣机、电脑等有回收价值
的资产，如果作为垃圾丢弃，既浪费了
资源，又会污染环境。 因此，回收这些物
资不仅是社区居民的一项义务，也是节
约资源，减少生产成本的重要举措。 建
议各小区都设置一些废旧物资回收点；
同时， 在出口处设置废旧电池回收箱，
回收废旧电池，集中妥善处理。

两型社区建设，还要注重提高小区
建筑材料环保化和节能化的执行力度。
目前，我省大部分的房屋建造还没有充
分考虑节能问题， 对建筑材料的保温、
隔热性能并没有严格执行强制标准，也
没有成片规划安装节能设施，如太阳能
设施等。 建议对环保和节能不达标的建
筑物，奖励举报者，惩罚建设方和施工
方。 此外，在太阳能利用方面，我省的小
区建设也还有很大的潜力。 政府可根据
我省的气候特点，认真研究，拿出方案，
提高利用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的比
例。

两型社区的创建还要注重建立长
效机制，包括各级职能部门、广大驻区
单位的协同，政策资金的支持，标准规
范的引领， 以两型为主题的社会参与，
经验典型的总结推广等等，使两型在更
多社区、更多家庭蔚然成风。 社区的两
型创建做好了， 居民的环境意识提高
了，社会就会稳定、和谐，两型湖南建设
的目标就一定会实现。

（本报记者 唐爱平 整理）

打造绿色社区 夯实两型基础

■两型访谈录

让绿色园林“扎根”社区

� 上图：长沙县星沙街道杨梅冲社区准备了大量自行车供
平时宣传、出行使用。

� 长沙市开福区望麓园街道荷花池社区，老人们用废弃丝袜
制作花朵。

� 下图：长沙市望城区金山桥街道桐林坳社区自制的分类垃
圾桶既实用， 又美观。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记者 赵持 摄

银孔围：人人动手 美化家园

两型生活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