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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门区网宣办组织开展“千人同吃国庆面”活动

环卫、园林工人
吃上免费“豪华”早餐

白蕉镇南环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激发青少年爱国热情

青少年手工制作国庆花环。 本报记者 吴梓昊 摄

斗门环卫工人国庆节早上开心吃
“国庆面”
。 本报记者 张帆 摄
本报讯（记者张帆）1 日，斗
门区网宣办发起第三届斗门区
“千人同吃国庆面”
活动，
联合区
内文明实践商家礼遇联盟店铺，
给全城环卫、园林工人送上一碗
“暖心面”
。1 日当班的井岸城区
环卫、园林工人，均到参与活动
的 16 家早餐店，免费享用了一
份美味面食。
国庆节首日，斗门的大街
小巷整洁干净，处处张灯结彩，
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洋
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氛。这离不
开为市容整洁、环境优美而起
早贪黑、默默奉献的环卫、园林
工人。
“ 宁愿自己累，换来城市
美 ”。 越 是 逢 年 过 节 ，这 些 环

卫、园林工人的工作越是繁重，
难得有机会坐下来舒服地吃个
早餐。为此，斗门区网宣办连
续第三届发起“千人同吃国庆
面”
活动。
当日 8 时 30 分，在工作了
两个多小时后，斗门区环卫所
的熊阿姨和何阿姨来到江湾中
路的“超记云吞面”，选了自己
喜欢吃的早餐。
“我家住在白蕉
镇六乡，早上 5 时就要出门，平
时早餐都是随便应付。”熊阿姨
说，今天可以和同事一起吃个
免费的“豪华”早餐，有种过节
聚餐的感觉，
真的非常开心。
斗门区环卫所的李阿姨
说，
环卫工人真的很辛苦的。不

过让她们感到欣慰的是，
斗门群
众的文明素质不断提高，
街道上
乱扔垃圾的越来越少了。问及
对“千人同吃国庆面”活动有什
么建议，
李阿姨说：
“这样的活动
最好能够扩大范围，比如在白
蕉、白藤头也可以吃，方便在那
些片区上班的同事们。
”
据悉，从 2019 年国庆节开
始，斗门区网宣办组织开展“千
人同吃国庆面”活动，给 1000
名环卫、园林工人送上一碗“暖
心面”，用这种同吃“暖心面”的
方式给新中国庆生，同时表达
社会对环卫、园林工人的关心
和尊重，感谢他们为建设美丽
斗门作出贡献。

本 报 讯（记 者 廖 明 山
吴梓昊）1 日，由白蕉镇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主办、白蕉
镇文化站协办、珠海八斗才
艺创文化有限公司承办的
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在南环
村党群服务中心举行。
此次活动分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宣讲会
和手工活动两部分。在教
育宣讲会中，
志愿者给孩子
们讲解了烈士纪念日的由
来，让大家深切感受到现在
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在手工活动中，志愿者
引导孩子们全面认识新中
国 72 年发展成就，让青少

年儿童了解祖国的繁荣昌
盛。随后，
志愿者带领大家
进行国庆花环手工制作。
制作完成后，
孩子们的小手
挥动着国旗和制作好的美
丽花环，
为伟大的祖国献上
最真挚的祝福。
南环村相关负责人表
示，
此次活动不仅帮助青少
年儿童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牢固树立爱国情操，
激发了
青少年儿童的爱国热情和
民族自豪感，
还通过手工制
作提高了孩子们的动手能
力和综合素养。据了解，此
次活动还同步在白蕉镇泗
喜村、
井岸镇新堂村开展。

斗门开办公益艺术培训营
培养低收入家庭儿童艺术情操

翰墨挥舞贺国庆

斗门举办青少年现场书法大赛
本报讯（记者廖明山 吴梓
昊）1 日上午，斗门团区委、区教
育局、区青少年宫和区教研中心
联合举办
“爱我中华 礼赞百年”
“国立电器杯”斗门区第十八届
庆国庆青少年现场书法大赛。
此次比赛分为 4 个组，分别
是小学组硬笔、毛笔和初中组
硬笔、毛笔。斗门区 62 所中小
学通过校内选拔赛，选出 388
名优秀选手参赛，以现场挥毫
的方式献礼祖国。
比赛在高亢嘹亮的国歌声
中拉开帷幕。参赛同学们凝神
专 注 ，用 笔 轻 重 到 位 ，字 体 饱
满，一笔一划细致入微，横竖撇
捺都体现出了扎实的书法功
底。大家沉浸在笔尖上的快乐
之中。在学校老师代表的监督

参加斗
门 区“ 爱 我
中华 礼赞
百 年 ”青 少
年现场书法
大赛的同学
们。
本报记者
吴梓昊 摄
和见证下，经专业评委公开、公
平、公正的评比，比赛产生一、
二、三等奖共 213 名。
在作品评比间隙，主办方
特邀广东中共党史学会理事梁
少华为同学们作题为《增强国
防观念，实现民族复兴》的斗门

革命史专题讲座，让同学们更
深入地了解本土革命先烈的英
勇事迹。
斗门团区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次比赛以书法艺术的形
式表达了同学们对党和国家的
深情赞美和热爱。

孩子们在帽子上作画。 本报记者 吴梓昊 摄
本 报 讯（记 者 廖 明 山
吴梓昊）1 日上午，
由斗门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办、
斗门镇新乡村党委协办、斗
门区蒲公英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承办的手工 DIY 培训
活动在新乡村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开展。此次活动是
斗门区“民生微实事”项目
“低收入家庭儿童公益艺术
培训营”的其中一环，20 余
名孩子参与此次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让孩
子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
力和创造力，
在帽子上自由
作画。志愿者把帽子和颜
料分发到每个小朋友的手
中，孩子们拿起帽子，在认
真思考后打开手中的颜料，

拿起手中的画笔，在帽子上
画起了自己心目中的美丽
天空，创意搭配各种色彩。
很快，
一顶顶五颜六色的帽
子展现在孩子们眼前。看
到自己亲手制作的手工作
品，
孩子们都露出了开心的
笑容。
据了解，
“ 低收入家庭
儿童公益艺术培训营”
项目
面 向 村 居 6- 12 岁 的 低 收
入家庭儿童，
旨在增加村内
儿童课外艺术学习的渠道，
培养儿童艺术情操。新乡
村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活
动让孩子们从中发现美、感
受美，
既丰富了孩子们的文
化娱乐生活，
也促进孩子们
健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