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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4 村居在线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泳

通讯员/何燕贞）“党群联动一

起来，携手共建‘美丽西岸’。”

近日，丹灶镇西岸村开展“党

建引领，多元参与”助力乡村

振兴志愿活动，村干部、党

员、各经济社社长、社委等20

多人“变身”志愿者。

当天，志愿者们分为两个

小队，分工合作“扮靓”村居。

其中，一小队队员带上铁锹、

铲子，推着斗车，对西岸村二

队村前公路两旁的树圈进行

维护。新修的树圈很快被填

上泥土，静待鲜花绿植的“入

住”。此外，志愿者们还对该

路段垃圾进行清理。垃圾、尘

土等很快消失不见。

据了解，西岸村二队村

前公路是西岸村落实乡村振

兴战略计划中的重要项目之

一，前期已投入建设资金20

多万，路面实现硬底化，为村

民出行提供便捷。

“这些垃圾比较隐蔽，

大家清理得仔细点，一起美

化村内环境！”另外一边，志

愿者们重点对刚投用的公厕

及村委会旁新建的树圈进行

填土，同时对幸福院内花坛

垃圾及杂草进行清理，进一

步刷新村内公共场所的“颜

值”。

经过志愿者们一上午的

努力，村内环境焕然一新。

西岸村党总支相关人员表

示，希望通过本次活动，强化

党员干部、党员志愿者在乡

村振兴中敢担当、善作为的

责任意识，同时发挥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增强村民的

环保意识，以党建引领带动

多元参与助力乡村振兴，推

动“美丽西岸”建设。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琛

实习生/谢肖珊 通讯员/梁颖文

摄影报道）7月25日上午，丹灶

镇仙湖社区开展社区学院启动

仪式暨亲子花艺活动。学院将

致力培养全面发展的新型社区

人才，为社区提供人才支持。

为满足社区居民“家门口”

就能学习的需求，仙湖学院设

置了通识类、艺术类、日常技巧

类、专业知识类四大培训课程，

分别开展烘焙、插花、心理、历

史等多项学科内容，供社区居

民上课学习。

活动现场，丹灶镇副镇长

林琳、仙湖社区党支部书记谢

小辉等向14位社区学院讲师

颁发聘书。今后，仙湖社区将

在社区学院的课程孵化中，提

升社区居民的各项技能，增加

居民情感凝聚力和社区活动参

与度。

“仙湖社区将社区学院打

造成为居民日常分享、学习、交

流的平台，提高社区整体学习

氛围，推动仙湖社区文化建

设。”谢小辉说，社区学院将打

造成仙湖社区“特色品牌”项

目，通过链接多方社会资源，为

居民提供多功能互动平台。

“仙湖社区的驻点团队与

仙湖社区致力提升社区的公共

服务建设，以“社区人服务社

区”的理念，设社区学院、社区

薪火驿站、仙湖便民服务站点

等多元服务项目，为社区居民

提供便民服务，深入了解居民

需求与建议，有效拉近社区与

居民的关系。”林琳说，希望仙

湖社区通过多元载体的培育孵

化下，共同搭建居民与社区之

间的沟通桥梁，联动社区居民

力量，营造互助、共享、有爱、和

谐的社区氛围，共建仙湖和谐

宜居生活环境。

随后，社区学院开展“花

本色·花艺沙龙”亲子花艺活

动，主办方邀请花艺老师向30

组社区亲子家庭讲授插花技

艺，提升居民插花技术，增进

亲子感情，促进社区亲子融洽

互动交流。

“希望以后社区学院可以开

设更多活动，让我们学习更多实

用技能。”仙湖社区居民黄贞娥

说，社区学院成为社区居民学习

生活“好去处”，为娱乐生活增添

了色彩。

仙湖社区学院开学
四大类课程供选择
丹灶仙湖社区学院开设多元课程供居民学习

党群齐动手
提升村居“颜值”
西岸村开展“党建引领，多元参与”助力乡村振

兴志愿活动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

琛通讯员/林丽婷）7月22日，

丹灶镇妇联举办《民法典》专

题学习培训，组织了全镇28

名村（社区）妇联主席参加学

习，进一步提升丹灶基层妇联

骨干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守护家庭和谐幸福的能力。

培训会上，广东睿广律师

事务所律师叶辉华以《新时代

妇女儿童权力保护》为题，通

过以案释法、故事说法、法条

对照等方式，从隐瞒疾病的可

撤销婚姻、日常家事代理权、

夫妻共同财产界定等11个内

容深入讲解《民法典》中涉及

婚姻家庭关系的新规定，并以

案例分析的方式普及了儿童

权益保护规定的内容。

本次培训会旨在提升基

层妇联骨干对民法典的理解

和把握，为日常妇联工作的调

解和普法打下基础，进一步维

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丹

灶镇妇联要求各基层妇联骨

干结合此次培训内容，宣传、

贯彻好民法典，做好家庭矛盾

化解和依法维权的相关工作，

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共建和谐

社会环境。

随后，还召开了丹灶镇村

（居）妇联主席季度交流学习

会议。会议由丹灶镇妇联专

职副主席黄淑兰主持，总结了

2020年上半年妇联工作开展

情况，明确了下半年工作计

划。同时，引导妇联主席结合

工作职能和服务内容，进一步

理清思路，做好做实基础工作，

主动抓重点、破难点，更好地服

务全镇发展和稳定的大局。

会议强调，基层社会治理

中，基层妇联主席要强化思想

政治引领，用心带好队伍，与

妇女骨干共同成长。在新形

势下，就如何做好下阶段工

作，提出了“四有”建议：一是

有服务大局意识；二是有打持

久战的毅力；三是有系统工作

的思维；四是有群众工作的方

法，守底线、强担当、提效能，

更好地服务中心和大局。

妇儿权益有新规
妇联骨干齐补课

走街串巷听民意
履职献策谋发展

丹灶镇各人大联络站多种形式收集民情民意

根据区、镇人大开展

“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

主题活动部署，结合丹灶

镇人大办深化“民意直通

车”和特色联络站创建要

求，7月中旬以来，丹灶镇

各村居人大代表联络站围

绕民生热点并结合村居特

色，组织代表以不同活动

形式走近群众，了解群众

需求，收集意见建议，更好

发挥代表作用。

收集旧城区道路环境问题
城乡人居环境整治一

直是民生关注热点，丹灶镇

中心联络站和金宁社区、仙

岗社区人大代表联络站根

据实际情况，组织代表分别

围绕城区环境、市场环境、

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环境治

理等问题进行视察、座谈。

其中，丹灶镇中心联络

站围绕旧城区提升，对城区

道路交通疏导，优化停车位

再次进行视察，对盘活公共

停车位资源，实施城区交通

微循环导流进行调研并提

出建议，同时积极联系群

众，收集群众对公共停车位

合理利用、管理办法的建

议。

关注村民健康
关注女性、老人健康

问题，罗行社区、下滘村、

仙湖社区人大代表联络站

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组织医

疗健康服务。活动邀请医

院、卫生服务站人员和高

校学生参加，形式丰富多

样，有知识讲座、义诊服

务、健康理疗等。其中罗

行社区人大代表联络站开

展了“社区群众健康堂”系

列活动，为社区妇女开展

“关爱女性 关注女性健康”

知识讲座，对女性生殖健

康、女性重要时期保健等

日常健康知识作讲解，引

导罗行社区妇女对生殖健

康、优生优育、婚育观念的

认识与理解，帮助妇女了

解疾病预防知识, 引导妇

女正确就医，提高女性的

自我保护意识。

“女性对于妇科疾病

的问题都难以启齿或者害

羞面对，通过讲座的形式让

女性了解各方面健康知识，

从而及早预防和治疗，远离

疾病的困扰。”南海区人大

代表、南海区第八人民医院

妇产科主任陈芳说，希望通

过知识宣讲、宣传海报等多

渠道提升市民的健康素养，

让各个年龄层的女性重视

自身健康状况。

提高公厕建设整体水平
丹灶镇包括”厕所革

命“等乡村振兴工作正

如火如荼进行，不断取

得新成效，新安社区、下

安村、下滘村人大代表

联络站组织视察、查看

了建成公厕的情况，并

就公厕使用管理办法等

收集群众意见。

人大代表视察后，肯

定了公厕主体建设设施

较完善，也指出了其它需

要完善的地方。“有的公

厕及周边散发着比较难

闻的气味，排气管道设置

需要加快完善；有的公厕

周边环境杂草丛生、建筑

垃圾未能及时清理。”丹

灶镇人大代表叶沛洪表

示，希望社区跟进好相关

改进工作，提高公厕建设

整体水平，让“厕所革命”

取得更好效果，更好地惠

及群众。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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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所想关注民生
石联社区、西城社区

人大代表联络站组织人

大代表分别入户探望孤

寡老人，听取他们的需

求；荷村联络站组织代表

前往横江海滨路段排查治

安隐患，并建议治安队加

强巡逻；南沙社区、东联社

区人大代表联络站组织代

表对安全生产及消防安全

进行监督检查，建议村居

加强监督。

7月中下旬是区、镇

“更好发挥代表作用”主

题活动时间，丹灶镇各村

居联络站踊跃开展有关

活动，关注民众不同需

求，同时推动特色联络站

创建走向深入，让人大代

表增强依法履职尽责意

识，更加贴近群众，听民

意、解民困，体现“我为

民、我履职、我行动”的代

表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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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珠江时报记者吴玮琛通讯员黄颖欣

■丹灶镇中心联络站围绕旧城区提升进行视察。 通讯员供图

■亲子参与插花活动。

■培训会现场。 通讯员供图

■党群携手，刷新公共场所“颜值”。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