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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闸社区以“绣花功夫”整治背街小巷

邮电街路平墙白变靓了

维修前后对比图。
本报讯(记者宋爱华)近
日，细心的市民走过拱北街
道关闸社区邮电街时，都会
感到眼前一亮：一面墙壁雪
白、图案清新的文化墙取代
了之前霉点斑斑的肮脏墙
壁，原来坑洼不平的水泥道
变成了平坦的沥青路。据悉
这是关闸社区邮电街升级改
造工程所取得的成效，如今
这条背街小巷整洁靓丽的氛
围让人赏心悦目。
邮电街是关闸村众多背
街小巷中的一条，由于没有
物业管理，仅有两位环卫人
员帮忙打扫，邮电街的环境
曾经十分脏乱，墙角经常堆
放着居民随意抛弃的生活垃
圾，
半空中、墙壁上电线乱牵
乱挂，
墙面霉迹斑斑、多处开

裂，街角处有废弃的保安亭
和杂乱摆放的共享单车。
关闸社区党委在充分
征求社区居民意见后，在拱
北街道专项治理经费的支
持下，去年年底启动整治工
程 ，投 入 40 多 万 元 ，以“ 绣
花功夫”对邮电街进行升级
改造。
“ 铺路批墙是第一步，
但在铺沥青前，考虑到新路
比旧路路面要高，我们先把
邮电街每条小巷子的排水
渠都重新整修一遍，今后下
雨时雨水就不会倒流进巷
子里，影响居民出行；文化
墙上有防盗的铁栏杆，必须
油漆一遍，否则将来生锈锈
水会污染墙壁；而为了防止
雨水冲刷文化墙，我们又反
复协商，最后决定在墙顶加

本报记者 宋爱华 摄

装这种中式屋檐……”关闸
社区相关负责人在谈到整
治工程的每一个环节时如
数家珍、一一道来。此外，
清理废弃单车、保安亭，清
运渣土杂物大型垃圾、铺沥
青、彩绘墙壁等，每一个工
程环节完成后，仍需要不断
考察、完善。
记者看到，邮电街的主
题文化墙总长 180 米、高 3.5
米，以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好家风
等为主题的漫画、格言、风景
画等，让整面墙壁变成了一
条
“文化长廊”
“
。每天从这里
出门或者回家都感到很幸
福，好像搬进了新小区那样
开心。”居民张老伯告诉记
者。

为公交司机健康保驾护航
省中医院珠海医院义诊服务进公交
□本报记者 陈新年
13 日下午，香洲公交总
站的两个候车大厅分别成了
义诊现场和健康讲堂。来自
公交集团香洲巴士分公司
200 多名司机聚集一起，有
的在聆听脊柱专家陈茂水的
健康讲座，有的排队接受专
家的义诊。
“做了 15 年公交司机，
第一次享受不用排队、不用
挂号的义诊服务，专家们不
但给我们传授保健知识，而
且还能给我们诊疗，真是太
好了。”活动现场，刚下班的
32 路司机林文裕乐呵呵地
告诉记者，听说这次有专家
上门义诊，他下班后就直接
过来现场了。
参加本次“送健康进公
交”
活动的医生是来自广东省
中医院珠海医院的 8 位知名
专家，
分别是脊柱科、
妇科、
消

化科等科室的医务工作者。
“为公交司机健康保驾
护航是我们的职责。
”
省中医
院珠海医院副院长杨仁轩表
示，该院计划用 2 个月的时
间，
通过普及健康知识、巡回
义诊等方式，让驾驶员形成
良好的保健意识，并根据体
检结果，开展针对性的专题
诊疗服务。

在脊柱专家义诊台，公
交司机彭先生称，
由于长期坐
在驾驶台上开车，
很多人都患
上了肩周炎和腰椎病，
希望专
家给一个好的保健方案。治
未病中心专家成杰辉告诉他，
肩周炎和腰椎病都是长期的
不正确姿势引起的，
患上该疾
病的患者，驾驶时注意坐姿，
平时一定要加强锻炼。

垃圾变五彩画作
小学员成策展人
拱北联安举办“创意再生”儿童艺术展
本报讯（记者宋爱华）日常垃 的亲力亲为。最吸引人眼球的
圾变成彩色画作，
小学员成了策 是小学员五人一组创作的五幅
展人。8月13日，
“创意再生”
儿童 “垃圾分类样样宝”创意美术作
艺术展在拱北联安市民艺术中心 品，
这些作品由小学员收集日常
开幕，
孩子们在一幅幅美术作品、 生活中的垃圾如水瓶、灯泡、胶
自编自演的童话剧里，
展现出天 带、食品包装袋等，以生命、万
马行空的创意和想象力。
物、家、安全等孩子们认为最珍
今年 7 月底，拱北联安市民 贵的东西为主题，创作出五彩斑
艺术中心举办“创意再生”环保 斓的画面。
“哇，
这个太阳是用薯
主题儿童艺术实验室活动，吸引 片包装袋做的。”孩子们的想象
了众多社区青少年报名参加，
仅 力让观众叹为观止。此外，
以环
一个下午名额就已报满，26 个 保新闻事件为主题创作的 24 幅
孩子参加了为期两周的艺术实 “环保头条”美术作品也很有教
验室活动。据承办单位珠海市 育意义。
炎艺萌远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负
最后一个巨幅作品是由 26
责人介绍，此次活动以环保为主 名学员共同创作的、每人一幅作
题，由专业人员引导小学员全程 品连接而成的连环画作《奇妙的
参与美术展览从策展、创作、布 海洋》，讲述了一条鱼在海洋中
展到开幕的全过程。在 15 天的 因为环保问题而发生的奇妙故
时间里，
孩子们参加了策展公共 事。
“ 我们这个儿童艺术实验室
教育、三期艺术创作工作坊以及 活动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孩子们
展览的筹备实践等方面的课程 不仅创作了美术作品，
还是这次
学习。
展览的策展人、布展人和主持
记者在现场看到，
整个展览 人，在这个全程参与的过程中，
是对小学员学习过程的一次全 孩子们真正释放出他们的各种
方位记录，既有展览最初的创意 能力，
与现实世界产生了奇妙的
设计、布展的思路，也有布展时 互动。
”
炎艺萌远有关负责人说。

小学员在自己创作的巨幅连环画前合影。 本报记者 宋爱华 摄

横琴新区举行禁毒宣传活动
毒办组织志愿者开展“缤纷暑
期，
亲子齐合作”
手工创意活动，
通过动手操作，
引导家长和孩子
识别毒品、远离毒品。
禁毒走进粗沙环村

商业步行街宣传禁毒

8月3日，
横琴新区禁毒志愿
者到粗沙环村悬挂禁毒条幅、摆
放仿真毒品、派发禁毒宣传资料
和禁毒宣传扇子，
向居民宣传毒
品的危害，
号召大家参与禁毒。

8 月 8 日是全民健身日，横
琴新区禁毒办在商业步行街举
行了禁毒宣传活动，
向过往的居
民和游客派发禁毒宣传折页和
禁毒宣传小礼品，摆放毒品模型
教大家识别毒品。

禁毒走进四塘村

专家义诊现场。 本报记者 吴长赋 实习生 郭宏政 摄

倡导健身远离毒品
8 月 3 日，横琴新区禁毒志
8 月 8 日晚上，横琴新区禁
愿者在四塘村高举“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旗子行走，向过往的 毒 办 组 织 全 区 各 社 区 广 场 舞
居民和务工人员发放禁毒宣传 爱好者在律道公园举行“健康
人生 绿色无毒”广场舞运动
折页和禁毒宣传小礼品。
及交流活动，共有 66 名居民参
暑期手工创意传播禁毒知识
与。
8 月 4 日下午，横琴新区禁
（本报记者 刘雅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