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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社区举办中秋诗颂会

“香洲治水新 36 计” 方案编制
●

香洲区开展
排洪渠整治现场调研

深情诵读祝福祖国
游戏灯谜喜迎佳节

了解最新进展
解决存在问题

“我庆幸我和共和国
同龄，生长在红旗下无上
光荣。”9 月 8 日下午，鸿
泰溪城社区公园广场上热
闹非凡，香洲区翠香街道
安宁社区在这里举办“我
们的节日·祝福颂祖国”中
秋诗颂会活动，社区居民
自组织山寮诗歌沙龙的诗
歌爱好者朗诵了一首首庆
中秋颂祖国的诗篇，现场
还设置了猜灯谜、唱红歌
等节目，整个活动洋溢着
欢乐的节日气氛。
□本报记者 宋爱华

居民声情并茂朗诵诗歌
诗颂会在安宁社区山寮
诗歌沙龙的集体朗诵《祖国
颂》中开场。
“ 在黄河壶口的
惊涛里，我们听到一种经久
不息的激情；在珠穆朗玛峰
的雪海中，我们凝视一种千
年未变的真纯；在秦兵马俑
的坑道里，我们感悟一种雄
浑与深沉。啊，
祖国，
你就是
脚下这片土地。
”
抑扬顿挫、
充
满激情的朗诵把现场气氛带
到高潮。山寮诗歌沙龙的王
庆民朗诵了原创诗歌《我和共
和国同龄》，表达了他对新中

诗颂会吸引众多市民参加。

本报记者 宋爱华 摄

国的满腔深情；
居民刘宇辉朗 在浮躁的人生旅途上得到精 才落下帷幕。
诵了纪念毛泽东的原创诗歌 神满足。”今年已经 70 岁的
在猜灯谜和游园区域，
《当中秋节遇上九月九》，
带领 余老先生告诉记者。
参与游戏的亲子家庭络绎
人们再次穿越历史云烟，
缅怀
不绝、人头涌动。
“ 猜灯谜”
红歌唱不停 猜谜乐无穷
老一代领袖的丰功伟绩。
“诗歌对对碰”
“红歌传真
当天的诗颂会除诗歌沙 情”
现场还出现了一个感人
“ 记忆大比拼”
“ 我是神
龙会员的表演节目外，
主持
的小插曲，一名居民在朗诵
射手”等游戏摊位前都有居
了张九龄的《望月怀远》后提 人还邀请现场的居民上台表 民排起了长龙。现场有 200
相 余条灯谜，
出，因为想念家乡 80 多岁的 演，很多孩子都跃跃欲试，
居民对每一个谜面
《月 都苦思冥想，
父母，希望在大家的见证下 继上台朗诵了《静夜思》
有的还
“开小会”
《中秋月》等不朽名 讨论起来，
为二老送去中秋的问候。
“爸 下独酌》
随着答案的揭晓现
爸妈妈，你们好吗，中秋节快 篇，稚嫩的童声让台下不断 场不断响起欢呼声。70多岁
乐啊。”电话拨通了，儿子对 响起掌声。诗颂会上还不时 的黎大妈开心地说：
“第一次
父母的虔诚祝福让现场观众 有居民主动上台高歌一曲， 和这么多人一起过节日，
还看
《万泉河水》
《水调歌 到了精彩的表演，真是高兴
无不动容。据了解，安宁社 《映山红》
区山寮诗歌沙龙由安宁社区 头》……欢乐的歌声把现场 呀。
”
据悉，
此次中秋诗颂会是
居民余拔群在 10 年前创办， 气氛渲染得十分热烈。家住 安宁社区
“我们的节日·中秋”
目前有骨干成员 10 多人，多 豪晖花园的一名居民首次参 主题活动之一，此外社区还
当天登台演唱了 开展了走访慰问空巢老人、
次参加百姓舞台和社区的文 加社区活动，
艺演出。
“诗歌给了我们一种 拿手歌曲《妈在家就在》。这 留守儿童、特困家庭、残疾
诗意的生活方式，让我们能 场诗颂会持续了近 3 个小时 人等志愿服务活动。

翠前社区康园中心开展中秋慰问活动

吃月饼品小菜 猜灯谜玩游戏
本报讯（记者宋爱华）9
月 9 日，香洲区梅华街道翠
前社区党委组织辖区党员、
志愿者前往社区康园中心开
展“共享新时代·庆中秋国
庆”
慰问游园活动，康园中心
的 32 名残疾人会员参加活
动，现场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记者在现场看到，社区
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带来了亲
手做的各种凉拌菜，用小碟
子装好后，与各种水果、月饼
一起摆出一个心型图案，大
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着各种小
菜，开心地说说笑笑。精神
残疾人士李女士因为产后抑
郁症离婚了，刚到康园中心
时从不说话，后来在社工和
社区工作人员的关怀照顾下
逐渐走出抑郁，现在只要康
园有活动，李女士都会积极
参与。记者在现场看到，她

帮忙洗水果、挂灯谜，
忙得不
亦乐乎。
由于当天游园活动的服
务对象是残疾人士，所以特
意选在室内举行，大家一起
挂起红灯笼，布置好游戏场
地，场面十分温馨。
“ 手脚并
用”
“珠行万里”
，
社工先将这
些简单的游戏示范一遍，然
后与会员们一起玩起来。此
外猜灯迷、下象棋等活动，也
吸引了康园中心会员兴致勃
勃地参与其中，整个康园中
心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氛。
活动最后，翠前社区为康园
中心的每位会员送上了节日
慰问品。
据翠前社区有关负责人
介绍，社区康园中心每天都
组织残疾人士开展活动，为
他们提供交流、娱乐的场所，
鼓励更多的残疾人士走出家

社区残疾人参加慰问游园活动。 本报记者 宋爱华 摄
门。
“ 会员可以来这里做手
工，根据出勤率发放现金补
助。会员们特别喜欢这样的
活动，
尤其是几个在福利院长

大的孩子，
更是把康园当成了
自己的家，
每次有活动都开心
得手舞足蹈的。”
翠前社区有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本报讯（记者宋爱华）9 月 8 日，
香洲区开展现场调研活动，对翠屏
排洪渠、105 国道排洪渠的整治情
况进行实地考察。
当天，香洲区区长刘齐英率前
山河综合治理指挥部办公室及各成
员单位相关人员，现场调研翠屏排
洪渠、105 国道排洪渠的整治情况，
听取了珠海正圆控股有限公司关于
翠屏渠和 105 国道排洪渠最新整治
进展及存在问题的汇报，研究了建
设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的可行性。
刘齐英在调研过程中强调，正圆控
股公司仍需加大人力投入，扩大作
业面；
要严惩违法偷排行为；
进一步
加快建设 105 国道排洪渠一体化设
施，
并做好山水分流工作。
根据《珠海市香洲区前山河流域
水环境综合整治实施方案》的具体要
求，
整治工作方案主要包括制定源头
污染治理、污水收集处理系统建设、
河涌整治、
前山河
“一河三涌”
清淤疏
浚、
跨境污染治理、
生态补水、
水系联
通等内容；
同时还需要重点编制主要
项目倒排实施计划、投资估算、保障
措施以及作战
“一图一表”
等前山河
水环境治理任务。
“前山河流域水环
境综合治理任务是系统而又复杂的
工程，
在前期实施方案编制阶段越是
细致入微，准备工作做得越细，
越能
够有效地助力后期工作的开展和执
行。
”
香洲区有关负责人表示。

春晖社区举办
趣享中秋亲子活动

居民在动手
制作中学到知识
本报讯（记者纪瑾）
“传承文化·
趣享中秋”亲子活动近日在春晖社
区举行。
当日 9 时 30 分，许多居民带着
对中秋传统节日的渴望和享受亲子
快乐时光的期待，早早就来到了活
动室。活动开始，社工带领大家玩
“ 传 表 情 ”小 游 戏 ，让 气 氛 活 跃 起
来。为了让居民玩得开心，社工特
意准备了丰富的知识食粮——中秋
诗词。孩子们上前为大家进行朗
诵 ，全 场 听 众 为 他 们 送 上 热 烈 掌
声。随后，大家开始制作趣味中秋
贴画，
通过贴画了解
“玉兔捣药”
“吃
月饼”
等故事。
活动的第二个环节内容，是分
享中秋节的习俗。大家热情地介绍
各自家乡的习俗，让现场的居民了
解到全国各地的风俗文化，增进邻
里间的感情。
挂花灯是广东地区的中秋传统
习俗之一。参加活动的亲子家庭非
常喜欢纸灯笼，他们在制作中做得
非常认真。家长们和孩子相互合
作，
完成了一个个精美的纸灯笼，
孩
子们在动手制作灯笼的过程中，也
学到不少中秋传统文化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