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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梁棋清

通讯员/萧桂嫦）7月24日，桂

城街道举行“凝聚她力量 建功

新时代”第二届十大优秀职业

女性命名仪式，吕春萍、胡碧洪

等10位职业女性获得命名。

桂城街道党工委书记麦绍

强，副书记卢启良，桂城街道党

工委委员、妇联主席叶筱玲等

出席。

第二届十大优秀职业女性

命名活动由桂城街道精神文明

建设委员会和桂城街道妇联联

合开展，自2019年10月启动

以来，通过推荐、评审、公示等

环节，吕春萍、胡碧洪等10人

被授予“桂城街道第二届十大

优秀职业女性”称号。

这十大优秀职业女性分

别来自科技、建筑、金融、卫

生、教育、社会工作等领域，她

们中有待病人胜似亲人的医

生胡碧洪，有 26年始终扎根

基层一线的民警李月丹，有用

音乐释放正能量的老师吕春

萍，有热心公益事业的“爱心

妈妈”刘小卫……她们创新进

取、奋发有为、爱岗敬业、无私

奉献，在平凡的工作中作出不

平凡的贡献。

“会不断鞭策自己，希望做

得更好。”此次获命名的刘小

卫，是南海区儿童福利会会长，

她投身公益事业已有 5年，一

直关注特殊儿童成长，她说，一

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希望联

动更多社会力量，帮助更多弱

势群体。

今年年初，在新型冠状病

毒肆虐武汉的艰难时刻，众多

医护人员舍小家为大家，不顾

个人安危逆行驰援湖北。在

桂城的广东省人民医院南海

医院，也有一支由 11名女性

医护人员组成的“驰援湖北抗

疫巾帼先锋队”，她们第一时

间奔赴湖北奋战在疫情防控

第一线。会上，麦绍强为该队

授旗，对她们不畏困难、甘于

奉献的精神表示肯定，并致以

最诚挚的敬意。

“什么叫卓越？就是在

平凡而枯燥的岗位做到极

致；什么叫伟大？当国家和

人民健康和安全受到威胁的

时候，勇敢地站出来。”麦绍

强对获得荣誉的个人和团队

予以赞扬，并寄语获命名人

员要珍惜获得的荣誉，再接

再厉，用过硬的本领、优秀的

品格和模范的行动引领和鼓

舞桂城人民，再立新功、再创

佳绩、再上新台阶，为桂城建

设“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改

革创新实验区”先行示范区、

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贡

献应有的力量。

珠江时报讯（记者/方婷 通讯

员/李芳毅）7月24日，桂城街道新

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文明新风

进社区——垃圾分类新时尚”在桂

园社区举行，活动通过舞蹈表演、情

景诗朗诵、文明小讲堂等多种形式

为社区居民带来文明新风，推动各

方共同参与，用实际行动参与“创

文”行动，为创建文明社区、构筑美

好家园出力。

当晚，火热的舞蹈表演《醉美桂

城》拉开了活动的序幕，引得在场居

民欢呼鼓掌。有趣又内容丰富的情

景诗朗诵《礼赞文明城》则给居民带

来了深刻的引导作用，创建文明城

市单单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
只有从我做起,不断改善自己,每一

个人都具备文明的素质,城市才会

变得更美丽,生活才会变得更美

好。随后还有舞蹈表演《我们都是

追梦人》、魔术表演《幻变名城》、杂

技表演《新时代的力量》等一系列丰

富的表演节目，让台下的居民目不

暇接。

在文明小讲堂环节，桂园社区

邀请了讲师现场开设文明小讲堂，

并与社区负责人、市民一起互动，讲

解与垃圾分类相关的文明知识。“你

们知道我们的垃圾桶有几种颜色？

分别代表什么内容吗？”“我知道！”

台下一位小姑娘马上举手上台，“有

四种颜色，蓝色代表可回收垃圾、绿

色代表厨余垃圾、红色代表有害垃

圾、灰色代表其他垃圾。”小姑娘精

彩的回答引得台下掌声不断。

桂园社区党委书记邹敏芳表

示，今年是全国文明城市“大考”之

年，佛山市要争创全国文明城市“三

连冠”，社区会经常召开楼长、居民

代表会议，通过各种渠道加大宣传

力度，希望社区党员与广大人民群

众共同努力，支持和参与“创文”行

动，把“创文”作为集体荣誉，共同营

造文明和谐的社会氛围。

市民代表谭先生表示对社区

“创文”工作的支持，他说，作为普通

群众应该从我做起，从家人做起，教

会身边人垃圾分类，例如纸尿片这

种日用品，常常会被误解为可回收

垃圾，事实上它是属于其他垃圾。

本次活动由桂城街道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宣传文体办链接资源到

社区，桂园社区党委、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牵头发动组织群众参与联合开

展。社区党委采取“送券到家”的形

式，让居民知晓活动信息的同时了

解到相关的“创文”小知识，增强大

家对“创文”的了解与认识，共同参

与到“全国文明城市”建设中来。

珠江时报讯（记者/丁当 通

讯员/郭嘉欣 陈灿宏）近日，

“传承美丽乡村文化展现文明

志愿风尚”——桂城美丽乡村

城市导赏员初赛在桂城粤剧粤

曲艺术馆举行，选手们用心讲

述他们与桂城的故事。经过一

番激烈角逐，青少年组10人、

成人组 9人成功晋级决赛，决

赛将于8月8日举行。

现场，选手通过“自我展

示+答题讲解”环节，介绍桂城

历史，推广桂城文化，展现各自

风采。在答题讲解环节，选手

通过抽取“本土文化”“特色建

筑”“志愿服务知识”等主题词，

进行即兴演讲。青少年组选手

黎一铭在此环节阐述了对桂城

志愿者的看法：“在我看来，桂

城志愿者充满服务精神和奉献

精神，他们团结友爱，为社会贡

献了自己的力量。”

2020年桂城城市导赏员

大赛重点聚焦桂城特色文化和

村史，培育导赏员队伍，保育和

传承桂城本土优秀传统文化，

展现桂城街道改革开放以来农

村新变化、新气象，乡村生态环

境和精神文明建设、新时代公

共服务的新理念、新举措及新

成果，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发

展。活动发布以来，已吸引近

1500 人关注，共有 29 人报

名，其中青少年组17人，成人

组12人。经过初赛，青少年组

10人、成人组9人成功晋级决

赛。

桂城义工联秘书长林海

全表示，导赏员大赛将重点发

动新市民群体和青少年群体

参与，最终培育出一支由“桂

城新市民+桂城青少年”组成

的志愿讲解员队伍，推进志愿

讲解员常态化导赏服务，为桂

城文化建设发挥青春生力军

作用。

为进一步扩大桂城志愿导

赏员项目影响力，初赛结束后，

将会开展8节导赏能力提升系

列培训课程，对晋级选手进行

专业的导赏培训。不少参赛选

手家长表示，借助导赏员比赛

的平台，让孩子有机会了解家

乡文化，也让他们得到了很大

的锻炼。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桂

城城市导赏员大赛设置全面

升级，增设网络直播，方便更

多桂城市民观看比赛，激发市

民建设美丽文明村居的热情

和动力，本次初赛已吸引近千

人次在线观看。桂城城市导

赏员决赛将于 8月 8日举行，

有兴趣的市民可观看线上直

播。

导赏员展风采 讲好桂城故事
桂城城市导赏员决赛8月8日举行，市民可观看线上直播

文明新风进社区
垃圾分类新时尚

桂城10位优秀职业女性获命名
以模范力量鼓舞桂城人民再立新功

■10名女性获“第二届桂城街道十大优秀职业女性”命名。 珠江时报记者/苌民乐摄

珠江时报讯（记者/梁棋清

通讯员/郭汝信）7月24日，桂

城街道表彰2020年度10个获

得“南海区劳动模范、先进劳动

者和先进集体”荣誉的个人和

集体。

桂城街道党工委书记麦绍

强，副书记卢启良，桂城街道党

工委委员、妇联主席叶筱玲，

桂城街道总工会主席张雪琴等

出席。

“荣誉的获得，离不开他们

过硬的技术本领，离不开他们的

认真学习钻研，更离不开他们不

畏困难、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

麦绍强表示，要大力宣传劳动模

范和其他典型的先进事迹，在全

街道上下形成崇尚劳模、学习劳

模、争当劳模、关爱劳模的浓厚

氛围，让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成

为桂城人最铿锵的口号和最强

大的精神内核。

此次南海区劳动模范、先进

劳动者和先进集体评选自去年

12月启动，历经半年层层筛选

和评审，最终，由桂城街道总工

会推荐参评的任泳谊、陈梅泉获

评劳动模范；柯雪兵等5人获评

先进劳动者；广东吉熙安电缆附

件有限公司等3个单位获评先

进集体。

他们中不仅有专攻政务服

务系统的“发明家”任泳谊，有用

匠心坚持雕刻的玉雕师陈梅泉，

有兢兢业业的安全生产“守护者”

朱峻，有乐于助人的“明星维修师

傅”韦明貌，以及专注电力电缆附

件三十多年的吉熙安，用心护送

乘客的爱心车队……他们锐意创

新、刻苦钻研、甘于奉献，为桂城

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广东吉熙安电缆附件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工会主席郭玉兰

和广东金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党总支书记、董事长任泳谊现场

分享了他们的故事。

“在最艰难的时候我也曾想

过放弃，但因为有家人、朋友的

支持，还有团队的同心协力，我

才能坚持走下去，企业才得以存

活下来。”任泳谊说。一直以来，

他都坚持不放弃、勇担当的信

念，在智慧政务服务行业深耕，

创新、诚信和感恩成为他不断前

行的“明灯”。

用劳模精神引领风尚，用

劳模精神激发干劲，用工匠精

神凝聚力量。接下来，桂城街

道总工会也会继续带领各工会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履

职，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服务

职工群众、推进工会覆盖面等

方面奋力推进，开创桂城高质

量发展的新局面。

尚礼夏东
文明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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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抗疫故事
致敬最美天使

B04

弘扬劳模精神激发发展干劲
桂城表彰10个获得区级荣誉的个人和集体

■桂城10个个人和集体获得表彰。 珠江时报记者/苌民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