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10 月 9 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田建民 美编：
张一凡 校对：
罗娜 组版：
邓红生

圆满完成国庆阅兵活动任务

荷塘社区举办长者集体生日会

斗门籍 33 名退伍老兵
载誉返乡
本报讯（记者张帆）歌声
嘹亮、醒狮欢腾。昨天，
斗门
区武装部联合斗门区退役军
人事务局，分 5 批次分别在
珠海机场、城轨珠海站举行
简单而隆重的接站仪式，迎
接斗门籍参加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阅兵活动的 33 名
退伍老兵载誉返乡。
8 日上午 10 时 35 分，随
着北京至珠海的航班缓缓落
地，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阅兵活动的斗门籍第一
批 7 名退伍老兵载誉返乡。
当退伍老兵的身影出现时，
亲
属们迫不及待地扑上前去，
给
退伍老兵们一个深情拥抱。
莫毅健退伍前是武警北
京总队机动第四支队的战
士，与其他载誉返乡的斗门
籍 32 名退伍老兵一样，他参
与了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阅兵活动并担负安保工
作。
“参与国庆阅兵活动是无
比光荣的任务和历史使命，
自己有这样一次经历是幸运
的，更是自豪的。”

03 珠海城事
寿星与其晚辈共享节日喜悦

社区 20 余名长者与其晚辈共庆节日。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退伍老兵被佩戴上绶带。本报记者 曾遥 摄
“我自己也当过兵，儿子
在部队的表现很好，比我以
前当兵的时候表现更好，他
曾经获得过三个奖项，我为
儿子骄傲。”
莫毅健的父亲莫
郁强也是一名退伍军人，他
为儿子能有幸参加此次国庆
阅兵活动感到自豪。
斗门区武装部联合斗门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举行了简
单而隆重的接站仪式：亲友

们拉起“热烈欢迎参加国庆
阅兵活动的斗门老兵载誉归
来”横幅；大家一起高歌，同
唱《我和我的祖国》；醒狮欢
腾，向退伍老兵致敬；
斗门区
武装部负责人为退伍老兵戴
上荣誉绶带和红花，并鼓励
他们把部队好的作风，把国
庆阅兵精神带回到地方经济
建设的各项工作中，为斗门
区更好发展增砖添瓦。

本报讯（记者刘雅玲）10
月 7 日，横琴新区妇联、荷塘社
区党委联合珠海彩虹桥社工服
务中心，在荷塘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开展
“岁岁重阳”
长者集体
生日会活动，邀请社区 20 余名
长者及其子孙共庆节日。
活动始伊，
社工通过热身游
戏《幸福拍手歌》活跃了现场气
氛。随后，
长者们一同观看重阳

节知识影片。接着，
在
“我行
我show”
环节中，
长者们大
显身手，
唱歌跳舞尽情展现
自己的才艺，
大家乐在其中，
爽朗的笑声不绝于耳。
最后，伴随熟悉的生
日歌曲，
众寿星们幸福登场，
许下
自己心中最美的愿望，一起品尝
美味的蛋糕和“幸福”面，共同分
享节日的喜悦，感受着来自荷塘
社区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据悉，举办此次重阳节生日
会，
旨在让老年人感受到晚年生活
乐趣，
增进邻里之间交往，
增强老年
人对社区的归属感，
丰富社区居民
精神文化生活。

富华里举办女性摄影技巧培训讲座

学员在实践中学到摄影知识

“暖心漫画楼”完工啦！
安宁社区居民楼楼道经改造挂上孩子们的漫画
本报讯（记者宋爱华）国
庆期间，
香洲区翠香街道安宁
社区朗晴居 1 栋 2 单元的居
民每天都喜气洋洋的。国庆
前夕，
该居民楼的楼道经过改
造和居民集思广益后变成了
“暖心漫画楼”
，
墙上是孩子们
的漫画，
每层楼摆放的各种绿
色植物，
则为楼道带来一股清
新的气息。
“这个国庆过得很
开心，
亲朋好友来家里串门都
夸赞我们的楼道太漂亮了。”
楼长荣滢告诉记者。
兴建于 2003 年的朗晴
居是安宁社区居住人口最多
的小区，如今楼道里电线网
线密密麻麻，
扶手栏杆缺失，
墙面上不仅有各种
“牛皮癣”
小广告，
而且还残旧破败，
整
个楼道里到处都显得十分灰
暗。今年翠香街道开展“美
丽楼道”
创建活动，安宁社区
抓住这一契机，全面推动社
区居民参与小区公共事务。
安宁社区通过上门走访、寻
找楼栋居民骨干，最后选定
在朗晴居 1 栋 2 单元开展
“美丽楼道”建设。今年 5 月
初，
在楼长荣滢的带动下，
楼
栋组建成立了
“美丽楼道”
建
设微信群，在这个议事平台
上，业主们经过多次讨论和
协商，共同选定珠海宝泓装
修公司承包此次改造工程，

孩子们
的漫画经装
裱挂在楼
道。
本报记者
宋爱华 摄
进行墙面翻新、扶手加漆、弱
电装饰盖翻新等 7 个项目的
改造。整个项目资金一部分
由翠香街道
“美丽楼道”
创建
扶持资金支持，一部分由居
民每户分摊 400 元筹集。
7 月初，
整个楼道改造完
工后，
居民又针对楼道命名、
空间美化等主题进行了议事
协商。有业主提出，
楼里有两
户居民的孩子是学画画搞艺
术的，
可以利用这一资源，对
楼道进行美化，
这一建议得到
了很多业主的认同。最后经
过讨论，
大家决定把楼道命名
为
“暖心漫画楼”
：
孩子们的漫
画装裱上墙，
既美化了楼道，
也让居民有了主人翁的意
识。在美化空间方面，
每层楼
都搞一个绿植认养，
由认养人
负责对绿植进行浇水养护，
每

户轮值1个月。
据楼长荣滢介绍，
在
“美
丽楼道”建设中有很多人和
事让她深受感动：6 楼业主
曾哥虽然把房子出租了，但
依然特别支持改造工作，第
一个交了筹款，还负责所有
楼层的漫画装裱工作；3 楼
的业主虽然只有老人居住、
女儿一家在外地，但也经常
在群里沟通改造细节，提出
建议和意见；4 楼业主则主
动将自己公司的场地作为业
主开会讨论的场所。
“一个小
小楼道的改造，调动起全体
居民参与的热情，改造完成
后大家的心聚在了一起，营
造出‘小楼道大和谐’、邻里
一家亲的氛围，这是最让我
们高兴的。
”
安宁社区书记姚
激铭说。

本报讯（记者宋爱华）
“在 及场景的抓拍，来留住生活中的
摄影过程中，光的运用至关重 重要瞬间。随后，由 2015 年度
要。”近日，香洲区拱北街道桂 WPPI 全 球 摄 影 比 赛 的 获 奖 者
花社区与富华里商圈妇联主 Jerry 为大家讲解光源的分类，在
办女性摄影技巧专题培训，来 拍摄时如何运用好光源、光圈和
自富华里商圈的 30 多名女性 速度的调配等专业知识。
兴致勃勃地前来听课并进行
最后，女学员们在富华里商
了实操练习。据悉，这也是拱 业街进行了实地摄影采风活动，
北街道妇联执委的轮值活动 两位老师通过现场拍摄指导、作
之一，通过党建带妇建开展社 品点评及互动交流等环节，给学
区服务。
员们提出了专业的指导意见。
当天的培训讲座在富华里 “以前就喜欢拍照，但怎样能拍
党群服务中心举办，培训课分 出好照片就完全不知道。通过
为理论与实操两部分。首先由 这次上课我学到了很多摄影技
视觉达摄影的专业人士珊七为 巧，这个讲座真的好实用。”一位
大家分享如何通过构图、色彩 学员说。

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
横琴新区禁毒办开展禁毒宣传
本报讯（记者刘雅玲）近
日，横琴新区禁毒办组织志愿
者等走进社区村居和有关活动
现场，
开展禁毒宣传。
9 月 26 日上午，横琴新区
禁毒办组织志愿者前往律道
公园，在“服务百姓健康行动”
全国大型义诊活动现场进行
禁毒宣传，向居民派发禁毒宣
传折页，告诫大家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
9 月 27 日晚上，横琴新区
禁毒办组织志愿者到横琴新区
平安宣传文艺晚会现场，设立
咨询台、发放禁毒宣传资料、展

示禁毒模型，采用多种形式宣传
禁毒知识。
9 月 28 日下午，横琴新区禁
毒办组织志愿者前往银鑫花园，
利用工人下班期间，宣传禁毒的
基本知识和法律法规。
9 月 29 日上午，横琴新区禁
毒办组织志愿者到三塘村向居
民派发禁毒宣传折页，教育广大
居民要大力抵制毒品原植物的
种植。
9 月 29 日中午，横琴新区禁
毒办组织志愿者到四塘村向居民
发放禁毒宣传资料，广泛宣传毒
品的危害、如何识别毒品等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