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
明办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18
年宣传推选学雷锋志愿服务‘四
个100’先进典型活动”进入事迹
展示和群众投票阶段。香洲区前
山街道造贝社区获得了“最美志
愿服务社区”的提名。据悉，这是
珠海市唯一入围的社区，广东省
仅有10个社区入围。

前山街道造贝社区义工服务
站自成立以来，通过党建引领，创
新多种社区志愿服务形式，为青少
年成长、妇女健康、心理疏导、社区
文明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带来积
极影响。截至目前，造贝社区共有
注册义工400余人，义工年龄分
布区间在12岁-78岁，平均每月
开展3次义工活动，2018年组织
志愿服务活动约4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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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贝结合旧村内流
动人口和出租房较多的
实际情况，开展惠民系列
志愿活动，如“免费惠民
电器维修志愿服务”“食
品安全宣传服务”“整理
共享单车志愿活动”“社
区 公 园 环 保 志 愿 活 动 ”

“禁毒宣传服务”等等，为
社区居民带来方便，得到
社区居民的赞誉。

如今，身穿“红色马
甲”的义工，已经成为社区
一道美丽的风景，看到穿红
色衣服的义工，社区居民心
里就会心生暖意和敬意。

社区公园有垃圾时，
有何永辉等党员同志主
动拿起扫帚清扫；抗灾复
产 时 ，70 余 岁 的 吴 瑞 仪
阿姨也会拿起砍刀清障
碍。党员魏宇同志，是社
区义工志愿服务的主力，
每次志愿活动都会出现
她的身影，截至目前，她
的 志 愿 工 时 达 3642 小
时 ，荣 获“ 最 美 珠 海 人 ”

“金牌义工”“党员先锋模
范”等多项荣誉称号。“有
困难找义工，有时间做义
工”，已渐渐成为社区居
民的共识。

惠民志愿服务
让居民心生暖意

本报讯（记者宋爱华）为了弘扬“退
伍不褪色，重整行装再出发”的精神，搭建
社区与退伍军人沟通的桥梁，1 月 10 日，
拱北街道华平社区党委举办今年香洲区
首场“重整行装再出发”退役军人专场文
艺演出，辖区 100多名退役军人观看了演
出。“感谢社区举办这场演出，让我重温军
旅生涯，谢谢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怀！”演
出结束后，一位退役军人紧紧地握着社
区党委书记杨斌的手感慨地说。

10 日上午，“重整行装再出发”退役
军人专场文艺演出在华宁花园罗马广场
上举行。舞蹈《盛世欢歌》首先登场，随
后社区退伍老兵肖中雄、张一鸣上台讲
述了自己的军人故事。82岁的老军人老
党员肖中雄，曾作为有突出贡献的优秀
军事教员在北京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
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肖中雄给现场带
来了一双草鞋，与大家分享了红军长征
的故事，“退伍不褪色，我会让更多的人
了解红军精神。”肖中雄动情地说。出身
于军人家庭的张一鸣则讲述了自己最难
忘的战斗经历。最近华平社区居委会开
展“退伍军人信息采集”工作，“我是老
兵，我来登记！报效祖国，我在这里！只
要 祖 国 需 要 ，我 们 随 时 重 整 行 装 再 出
发！”张一鸣的话赢得退役军人的共鸣。
昨天的演出中，精彩的文艺节目展现了
军人风采，充满军旅情怀——女声独唱

《告别军营》、手风琴《打靶归来》、舞蹈
《中国脊梁》《香炉湾笠影》《五星红旗》等
精彩不断，不时博得退役军人们的阵阵
掌声。最后，杨斌为热心社区公益的退
伍军人、党员及居民志愿者颁发了荣誉
证书。

拱北华平社区举办
退役军人专场文艺演出

退伍不褪色
重整行装再出发

党建引领 创新社区志愿服务

造贝社区入围
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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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贝社区历史上涌现出
冯培正等一批抗战英雄。为
传承这份红色基因，社区通过

“书记上党课”讲解传承本土
优秀文化传统。社区还挖掘
和宣传社区优秀文化，联合专
业社工机构挖掘“林九棍”文
化、成立学习“林九棍”的志愿
服务队，带领青少年操练林九
棍法，助力将“林九棍”申请为
香洲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造贝社区一名工作人员
介绍说，“造贝林九棍”是晚清

时期，造贝村民林九在少林棍
术基础上创造“担头棍”套路，
指导村民习武，在农业生产时
以防身自卫。该棍法现发展
为一套具有健身、观赏性的武
术套路，有 36招式，对练 8棍
桩。因为是林九始创，所以人
们称之为林九棍。

“林九棍”志愿服务队成
立后，以教社区青少年练习
林九棍法等方式，使造贝这
项悠久文化发扬光大，每期
服务青少年 20人次。

成立志愿服务队
传承社区优秀文化

造贝社区通过党建带动
团建，大力开展服务青少年的
志愿服务，联合香洲区义工联
的专业老师开展“青少年趣味
编程志愿活动”，为村内青少
年科普电脑（特别是电脑编程
方面）知识，培养“爱科学、学
科学、用科学”的能力。同时
还专门成立“非户籍人口志愿
服务队”，志愿队伍人数 12
人，为占社区人口 80%的流动
人口服务，针对外来工子女设
置“珠海交通安全知识”“认识
珠海地标”“社区乐文化”“粤
语大课堂”等一系列青少年成
长计划志愿活动。

谢 子 豪 小 朋 友 今 年 10
岁，家住造贝社区翠云花园，
在妈妈的带领下，参加了 4

期趣味编程电脑科普活动，
以前玩游戏成瘾的他，现已
逐渐转移注意力到制作电脑
动画编程和学习上了，从沉
迷玩游戏变成能“创作游戏”
的小能手。

常常参加活动的郭妍熙
小朋友的妈妈说，孩子参加社
区公益活动都是快乐的、有益
身心的，不仅能找到伙伴，还
可增加她的社会融入感。

被伙伴们称为“大眼睛”
的蒋雨函小朋友今年 8 岁，
是造贝非户籍人员，就读于
明珠中英文三年级，参加了

“小少年，大梦想”成长计划
志愿服务活动后，她不仅认
识了珠海的地标，还逐渐开
始懂一些常用的粤语。

青少年志愿服务
助力孩子健康成长

社区妇联主席林莹
同志积极带动“巾帼心向
党”，每月定期开展“健康
半边天”系列志愿活动，如
联合造贝卫生站以及中大
五院开展“妇女健康义诊”

“女性健康知识宣讲”“提
升女性魅力——学职场美
容化妆技巧”“好家风，好
家训”等志愿服务活动。
今年已开展 11期，每期服
务人数约50人次。

阿芬是社区的单亲
妈妈，育有两个女儿，无固
定收入，生活贫困，曾遭遇
较严重的家暴。妇联主席

林莹得知她的情况后，把
她列为“健康半边天”志愿
活动的重点服务对象，带
头帮助她申请低保和医疗
救助，妇联副主席李小兰
时常上门给她送温暖，提
供公益法律援助，解决婚
姻矛盾问题，另外邀请她
参与“妇女义诊”和“健康
知识宣讲”等活动，让她重
树信心，积极面对生活。
现在她逐渐走出阴影，时
常带着女儿参加社区的义
工活动。她说：“很感谢社
区妇联的帮助，使我们过
上正常生活。”

每月定期开展
“健康半边天”活动

志愿者教青少年认识珠海的地标建筑。

本报讯（记者莫海晖）1月8日，湾仔街
道 2018年度工作总结暨表彰大会在湾仔
街道计生办二楼会议室举行。据介绍，近
年来，湾仔街道紧紧围绕走访调研、产业帮
扶、教育帮扶、基础设施帮扶等方面扎实开
展扶贫工作，落实帮扶资金100万元。

在新一轮的精准扶贫攻坚战中，湾
仔街道承担结对帮扶云南省怒江州泸水
市大兴地镇的任务。在产业帮扶方面，
湾仔街道结合大兴地镇产业基础薄弱、
群众收入低的现状，在调研考察的基础
上，投资产业发展帮扶专项资金 30 万元
支持建设了 15 亩火龙果标准化种植示
范基地，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产业，变“输
血”为“造血”，带动更多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如期脱贫。

为解决大兴地镇适龄儿童因贫失
学、因学致贫、因路辍学等问题，湾仔街
道与珠海市关爱协会共同设立扶贫助学
专项基金，开展“爱的传承”扶贫助学募
捐活动，开拓“扶志、扶智”渠道，资助大
兴地镇在校贫困学生，解决贫困家庭学
生的上学交通费用难题。辖区企业、社
会各界热心人士积极响应活动号召，主
动承担社会责任，以实际行动扶贫助学，
为精准扶贫捐资出力。目前，已筹集爱
心助学基金 50万元。

湾仔街道多措并举
帮扶怒江大兴地镇

支持打造特色产业
开展扶贫助学募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