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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沙镇各社区庆祝母亲节

美平社区

关爱特困母亲 情暖困难家庭
本报讯（记者康振华 通
讯员雪莲 丘雅 林坚 梁玉
姬 陈志新 蔡嘉倩）馨香五
月，百花争艳，为庆祝母亲
节，平沙各社区纷纷举办母
亲节主题活动，丰富社区妇
女文化生活，妈妈们笑得乐
开了花。
5 月 8 日上午，平沙镇人
大副主席、镇妇联主席胡志
坚带领立新社区一行 5 人到
单亲特困母亲邝某家中走访
慰问，送上母亲节慰问金和
慰问品，并详细了解邝某家
中居住环境和生活情况，叮
嘱社区负责人要跟踪落实好
帮扶救助工作，协助好特困
母亲渡过临时的难关。 据
悉，在母亲节期间，
高栏港区
妇联和平沙镇妇联共同组织
平沙镇 11 个社区慰问 50 名
单亲特困母亲，并联合平沙
计卫办开展计生困难家庭关
爱活动，共发放慰问金和慰
问品 3 万多元。
5 月 11 日上午，前西社
区举办了
“诗情
‘花’
意·献礼
母亲”插花活动，吸引了 30
组家庭、70 余人报名参加。
本次活动邀请了专业花艺老
师授课，详细讲述花材选择、
色彩搭配、养护等事项，
并现
场进行插花展示。
5 月 11 日上午，立新社
区妇联、
关工委在社区文化活
动中心多功能室联合开展
“我
和妈妈有个约会”
母亲节DIY
手工亲子活动，吸引了 16 组

本报讯（记者康振华 通讯
员陈芷欣）5 月 10 日，美平社
区党委精心组织，采用现场闭
卷考试和线上答题测试相结合
的方式组织全体党员进行考
学，鼓励社区党员利用业余时
间、利用学习强国 APP 和相关
资料进行学习。
本次全体考学测试分两种
方式进行，美平社区党委组织
中心支部全体党员，各支部书
记、副书记、委员合计约 48 名
党员到社区党员会议室进行考
学。考试前，社区党委书记、

11 位支部书记轮流带头复习，一
问 一 答 ，在 座 党 员 学 习 热 情 高
涨。随后，进行闭卷测试和现场
评改。最后，党员针对自身的错
题，现场纠正和反复学习，细声
读、反复学。针对其余的 334 名
党员，
该社区党委利用
“平沙镇美
平社区”公众号平台发布线上考
学试题，
党员可以利用手机、电脑
等电子产品随时学、随时考，
使得
考学可以覆盖到每一名党员。
对成绩不高、内容掌握不到
位的党员，美平社区组织反复学、
多次考，
以考促学深化学习效果。

平塘社区举行亲子手工活动，
母子温馨合影。
本报记者 张洲 通讯员 林坚 摄
居民家庭参加。志愿者冯老
师耐心地讲解木糠杯的制作
方法，
每组家庭都认真听讲。
活动开始后孩子们在妈妈的
帮助下，
用稚嫩的小手亲自为
妈妈制作最美丽的礼物，
妈妈
们的脸上也都洋溢着幸福的
微笑。
为倡导全社会
“关注、关
心、关爱”单亲困难母亲，5
月 9 日下午，平沙镇妇联和
平塘社区妇联走访慰问了平
塘社区的三户单亲家庭，给
妈妈们送去节日的问候和祝
福。5 月 9 日至 10 日，美平
社区妇联走访慰问社区内 8
户单亲特困母亲家庭，为困
难母亲送上关爱、温暖和祝
福 ，累 计 发 放 慰 问 金 1500
元，让母亲感受到社区大家
庭的温暖和关爱。
5 月 10 日，大海环社区

妇联联合大海环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站，在社区文化活动
中心开展了
“浓情五月·述爱
母亲”母亲节活动，辖区 25
名母亲共聚一堂，鲜花芬芳
笑语盈盈，大家共同欢庆母
亲节。此次活动以茶话会形
式开展，活动中设置了手工
丝网花制作、品茶话佳节和
感恩送花三个环节。活动中
大家在社工及现场志愿者的
引导下制作康乃馨手工丝网
花，展现了母亲巧手慧质的
丰采。社工还为现场的母亲
准备了茶点及蛋糕，大家欢
声笑语畅谈为人母的点点滴
滴，社区工作人员给现场每
一位母亲献上康乃馨。
另外，大虎、沙美、连湾
等社区也分别举办了
“同绘、
互爱、共融”
母亲节亲子手绘
和母亲节妇女座谈会等活动。

法律小讲座 惠民作用大
市交通运输局走进社区开展法律法规宣传活动
本报讯（记者康振华 通
讯员梁安霞 阮鹏红 林坚）
日前，市交通运输局先后走
进平塘社区和前进社区，开
展“青春向党 送法惠民”交
通普法进社区活动，该局相
关负责人现场向社区居民传
授交通法律法规知识。
市交通运输局有关负责
人介绍，我市进入夏季以来，
大风暴雨恶劣天气明显增
多，道路交通安全形势严峻，
市交通运输局将加强出租车
管理，并加强打击运输领域
涉黑涉恶的犯罪违法行为。
讲座中，市交通运输局
相关负责人除了给居民介绍
了交通执法典型案例，还向
大家讲解了交通安全常识和
中老年人出行的安全提示。
讲座期间，居民对交通安全
法规非常感兴趣，积极与工
作人员进行了交流讨论，如
向港口水域倾倒泥土和砂石
可能违反什么法律、
“网约大
巴”
的利与弊、关于机动车礼
让斑马线、老年人的出行安

组织开展党员考学测试

现场闭卷考试。 本报记者 张洲 通讯员 陈芷欣 摄
立新社区

“企社联动”
开展送温暖公益活动
本报讯（记者康振华 通讯 好线路笔记，并回单位制订适合
员黄小慧）
“家里亮起了明亮的 的整改方案。
灯光，有用电隐患的线路也换
近日，
征得陈阿姨的同意后，
了，很亮很温暖，非常感谢你 平沙供电所的工作人员利用周末
们！”日前，面对全新更换的电 休息时间来到陈阿姨家，为其房
路和照明灯具，立新社区金竹 屋免费更换新电线，安装用电设
巷陈阿姨感动地说。
备，并将原来统一使用的电表箱
据了解，陈阿姨与丈夫梁 移到每家每户，方便周边居民使
叔都年老体弱，有个残疾卧床 用。
的儿子，多年来一直居住在金
“平时要注意安全用电，
老旧
竹巷的老房子里，由于年久失 的、故障的电器设备要及时维修
修，全屋光线较暗，给生活带来 更换。遇到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
不便。日前，适逢珠海金湾供 临走前，平沙供电所志愿者仔细
电局平沙供电所开展送温暖公 叮嘱老人。
益活动，
在与立新社区交流后，
本次公益活动，
发挥了
“企社
联系上了陈阿姨，在向其解释 （企业和社区）联动”
作用，
不仅解
活动情况并获得陈阿姨同意 决了老人的实际用电困难，同时
后，平沙供电所工作人员与社 让老人感受来自社会各界的关怀
区代表一行到现场调查，了解 和温暖。平沙供电所表示将会继
屋内线路走位、电表箱线路设 续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送温暖公
置等情况，供电所人员认真做 益活动，
为社会献出更多的爱。
前锋社区

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现场向社区居民传授交通法律法
规知识。
本报记者 张洲 通讯员 梁安霞 摄

开展红色教育主题党日活动

全等内容，成为了大家热议 了对交通运输业的了解。
的重点，其间，
工作人员还对
活动还向居民派发了
居民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 《生命至上 安全发展》、
《行车
并提醒广大居民要自觉遵守 慎为本 开车礼当先》、
《交通
交通法律法规。
执法典型案例选编》、
《扫黑除
通过此次交通法律知识 恶》等宣传小册子 100 余份。
讲座，
前进社区居民纷纷表示 据悉，
主办方接下来将继续围
受益匪浅，
不仅对交通运输法 绕交通领域普法宣传重点、
群
律法规知识有了更全面更深 众关注的焦点、
社会关注的热
入的了解，
对行车中可能遇到 点等问题，
结合法律规定开展
的法律纠纷问题有了更为清 相关活动，
为提升珠海交通品
晰、明确的认识，而且还增进 质共同努力。

本报讯（记者康振华 通讯
员黄惠玲）日前，
前锋社区党委
组织下属各支部党员、入党积
极分子，区镇人大代表及部分
居民代表到中共小濠涌党史教
育基地进行参观学习，接受革
命历史教育。
在小濠涌党史教育基地，
党员们认真观看、细心聆听，
在
讲解员的讲述下重温小濠涌革
命斗争历史，全体党员干部还
观看了党史教育短片《濠涌火

种》，一同回顾党的光辉历程。
本次党性教育活动既是一次
了解基层党组织、党建发展之旅，
又是一次精神“补钙”之旅，党员
干部们通过参观学习、接受教育，
增强了自身的荣辱感、使命感和
党性观念，
大家纷纷表示，
要弘扬
革命先辈不畏艰难险阻、勇于献
身的精神，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和
作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忠诚
尽责、奋发有为，
争做优秀共产党
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