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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吴泳通

讯员/杜毅成 摄影报道）4月1

日，政协丹灶镇工作委员会在

丹灶镇委党校召开2021年工

作会议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

会，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及上级政协

会议精神，同时对工委会2021

年工作作出部署。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也是“十四五”规

划的开局之年，政协丹灶镇工

作委员会将继续以党的政治建

设为统领，不断提高政治协商、

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水平，积极

发挥基层政协职能作用，为高

质量发展新南海和丹灶实现

“高质量全面发展标杆镇”目

标、打造“珠三角制造业创新小

镇”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会上，政协丹灶镇工作委

员会主任潘燕梅首先传达了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及上级政协会议精神。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

作的重要思想，把握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在镇党委领导下，

在上级政协指导下，紧密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展现政协有

担当、善作为。

潘燕梅还传达了上级党史

学习教育动员会议精神。她表

示，政协委员要始终坚持党的

领导，把准履职方向，以史为

鉴，始终用政治思想武装头脑，

坚定理想和信念，积极发扬红

色革命精神，不断自我提升、善

于总结，同时广泛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引导广大群众做到“饮

水思源”，主动学习、重温中国

共产党革命历程，传承好百年

红色精神。

政协工委办公室主任李甜

崧对工委会2021年工作计划

进行详细解读。她表示，工委

会将围绕镇委、镇政府中心工

作，持续强化政协委员政治理

论学习，把准履职方向，强化业

务培训，提升委员履职效能；高

质量开展视察调研，善抓重点

议题并高质量完成提案信息；

不断优化委员队伍结构，高质

量完成换届工作；积极打造“一

镇一品”政协“委员之家”特色

平台。李甜崧还对政协委员

（特邀委员）联系群众工作进行

重点部署，强调委员们要深入

基层、深入群众，收集社情民

意，倾听群众声音，进一步做好

全覆盖驻点挂钩联系村（社区）

工作，充分发挥基层民主协商

作用。

最后，潘燕梅对工委会今

年工作提出相关要求。她表

示，政协委员要持续加强学习，

不断提升履职能力，时刻关注

民生，广泛听取民意，深化联系

群众工作，将群众心声向党委

政府有效传达，同时要求委员

围绕村级工业园改造、新兴产

业相关配套政策落地、乡村振

兴、城乡融合发展、文旅产业创

新发展等相关中心工作，积极

建言献策，切实履行委员职责。

会后，工委会全体委员走

进丹灶镇委党校党史馆，重温

学习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

程，并考察了澹如书屋运营的

相关情况。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泳通讯

员/杜嘉雯）近日，仙岗社区新市民

志愿服务队正式成立，这是丹灶

成立的首支新市民志愿服务队。

丹灶镇“安全宜居∙融和发

展”高质量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

理行动项目启动亦同步启动。仙

岗社区新市民志愿服务队的成

立，将进一步拓展新市民参与社

区治理的途径和方式，加速融入

社区。

志愿服务队挂牌当天，丹灶镇

综合治理办公室（流管）工作人员

孔杰辉还现场为新市民志愿者开

办了一期关于流动人口登记、积分

入学、入户、办理居住证的培训班。

“希望通过日后的融入服务

活动，帮助到有需求的新市民。”

新市民志愿者刘先生表示。据介

绍，目前该志愿服务队由10位新

市民志愿者组成，未来计划以仙

岗社区出租屋服务作为切入点，

结合社区举办的各项活动，逐步

推进新市民融入本地生活。

培训会后，新市民志愿服务

队队员跟随驻仙岗社区流管站

的流管员陈振邦，来到仙岗社区

内的出租屋进行流动人口登记

和消防演练。现场，陈振邦为队

员讲解入户登记流动人口需要

注意的事项，灭火器的使用期限

以及灭火器、消防软管的使用方

法，并让新市民志愿者亲自操作

如何正确使用。

“虽然现在服务队人数不多，

但希望在日后的发展中能吸引更

多新市民志愿者加入，共同助力

建设安全宜居的仙岗社区。”仙岗

社区两委干部叶德明表示，希望

通过该志愿服务队带动更多居民

参与到社区出租屋管理，提升出

租屋管理以及治理水平，建立共

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格局。

丹灶镇综合治理办公室（流

管）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在接下

来的融入服务中，发挥新市民志愿

者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继续积极开展出租屋综合整治，全

面打造安全宜居的环境。

据悉，丹灶镇“安全宜居∙融
合发展”高质量共建共治共享社

会治理行动是以仙岗社区为试

点，在党建引领下，进一步整合社

区各方面资源，提升社区常住人

口的管治意识，加强出租屋管理，

为提高出租屋主及非户籍常住人

口自治意识和法治作保障。该行

动以自治为核心，逐步提升非户

籍常住人口的归属感、认同感、获

得感，最终形成镇政府、社区、出

租屋主和管理员、新市民共建共

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琛

实习生/麦少康 通讯员/冼力斌

摄影报道）3月31日，丹灶镇新

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之“扫

黄打非·开学第一课”绘画颁奖

典礼在丹灶镇有为小学举行，

为成绩突出的学生及优秀指导

教师代表颁奖。

3月初，丹灶镇举办了新时

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之“扫黄

打非·开学第一课”绘画活动，

吸引了丹灶镇9所中小学校师

生踊跃参与，共征集到作品三

百余幅。作品从主题创意、绘

画技能等方面，展示出丹灶青

少年爱国爱家、积极参与新时

代文明实践的风采。参赛者围

绕绿色阅读、文明上网为主线，

用画笔绘成画作，呈现对“扫黄

打非”的理解，以行动参与到新

时代文明实践工作。

丹灶镇“扫黄打非”办相关

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美术绘

画提高青少年学生审美能力，

引导青少年绿色阅读，自觉远

离和抵制有害信息。

主办方在三百余幅作品

中，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

等奖和优秀指导教师代表等奖

项，以此激励中小学生深入了

解新时代文明实践及“扫黄打

非”工作内容，共同营造积极健

康、向善向上的良好文化环境。

“文明上网是青少年该有

的素质。”来自丹灶镇中心小学

的陈可芯同学表示，她从这次

的活动中学会了什么是“扫黄”

和“打非”，并且在网上遇到不

良信息学会直接举报和不看不

听。

活动现场，丹灶镇原创“扫

黄打非”主题歌曲《让天空更清

朗》登上了荧幕。南海区人民

检察院工作人员以网络视频讲

解的形式给学生们上了《开学

第一课》，让学生们学会辨别

“黄”和“非”的能力。

据了解，下阶段，丹灶镇将

开展“新时代南海讲堂”，通过

学校主题班会、宣传活动及特

色课堂，打造线上线下宣讲阵

地，构筑精神文明建设新高地。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琛

通讯员/钟波 摄影报道）“澹如

书香，仙湖星绘”心天使美术班

作品展，目前正在丹灶镇澹如

书屋对外开放。

据了解，这个展览的绘画

作品均出自自闭症孩子之手。

主办方表示，自闭症孩子又被

称为“星星孩子”，他们虽然面临

着行动、交流等一系列困难，但

通过画画创作，一样能表达出

爱与善良。

该作品展是丹灶镇第二小

学与丹灶心天使志愿服务队联

合澹如书屋共同开展，在4月2

日“世界自闭症关注日”全面对

外开放至4月22日，让市民通过

画作了解和关注自闭症孩子。

作品展共展示了百幅画

作，均来自丹灶镇及兄弟镇街

的自闭症孩子之手。他们以自

己的理解绘制形状各异的图

案，如一只黄色、浅绿、深绿蓝色

渐变的牛，有着长下巴尖触角

的鱼，五彩斑斓的小蜜蜂等。

作品展吸引了不少观众，并由

志愿者在旁讲述其背后的故

事，大家纷纷为自闭症孩子竖

起大拇指点赞。

“渐变色的牛是我孩子徐

嘉悦画的，他本身对渐变色十

分感兴趣。”徐嘉悦的母亲、丹灶

心天使志愿服务队副队长钟波

介绍，初次让孩子接触画画时，

他便用每个颜色的蜡笔依次排

序涂鸦，作为大人也不会刻意

改变他的想法。

钟波说，部分自闭症孩子

对色彩的敏感度高，绘制的画

作色彩搭配异于常规。此次参

加画展的孩子有一部分就读于

丹灶镇第二小学，并参与了心

天使美术培训班的绘画课，在

老师们的积极引导下，从原本

的胡乱涂鸦，到如今绘制出形

状突出、个性鲜明的画作，离不

开志愿者和家长们的殷切鼓励

和耐心辅助。

“跟阿姨击个掌，合个影

吧！”当天，主办方组织了19名

自闭症孩子和志愿者上街，与

市民击掌合照，由志愿者协助

在旁解释，旨在引导自闭症孩

子融入社会群体，让更多人了

解自闭症并理解和接纳自闭症

儿童，构建社会融合的支持体

系，让每一名自闭症儿童不孤

单，真正做到“有爱，无碍”。

政协丹灶镇工作委员会部署2021年工作

听民声察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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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的区、镇政协委员，镇特邀委员参观有为党校党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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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岗社区新市民志愿服务队成立。 通讯员供图

扫黄打非怎么做
孩子们有“画”说

丹灶中小学生创作三百余幅“扫黄打非”主题画作

■学生发挥想象力，绘出“扫黄打非”主题画作。

星星孩子绘创意画作
丹灶澹如书屋心天使美术班作品展持续开放到本

月22日

■百幅创意画作均出自自闭症孩子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