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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丁当 通

讯员/霍盛志）投篮、运球、抢篮

板，气势丝毫不输，桂城石 这

群“U18球员”登场秀球技！

11月 14日晚，2020年石

“招商蛇口杯”男子篮球联赛总

决赛举行。经过激烈角逐，荣

博达金属夺得冠军。

本次球赛是石 社区最大

型的一次篮球竞技比赛，历时

两个月，共计举行超过25场比

赛，参赛球员过百人，主要为社

区户籍人员。大会还特意邀请

两支社区企业单位球队同场竞

技，旨在活化社区内篮球氛围，

在竞技中提高篮球水平。

本次球赛首次引入“U18
球员”（即年龄在18岁以下的

球员）。根据比赛规则，每场比

赛前三节，每队必须有一名

“U18球员”上场，并参与评选

最佳“U18球员”。

两位获奖的“U18球员”今

年都是15岁，莫泽斌从初中开

始打球，周维培则从小学五年

级就接触篮球，平时他们除了

在校练球，也经常到社区和长

辈们一起打球。他们说，十分

荣幸能获奖，未来会继续努力，

争取下一年也能取得好成绩。

石 篮球协会会长霍盛志

介绍，制定特殊的比赛规则，旨

在发现更多年轻力量，“我们首

次引入‘U18球员’概念，让更

多青少年参与社区活动，一方

面可以增强他们对社区的归属

感和认同感，同时也是作为一

种新生力量，将石 的篮球精

神传承下去。”

据了解，石 篮球协会成

立于2008年，并于近期在南海

区民政局备案，活动主阵地设

在石 三村文化室。该协会最

初由石 社区内一群篮球爱好

者代表社区参与不同级别的比

赛，一方面提高篮球技能，另一

方面为社区争得更多荣誉。如

桂城街道举办的男子篮球联赛

和百村篮球赛等赛事，每年都

能见到石 篮球协会的身影，

更斩获多个冠军。

因为对篮球的爱好与执

着，霍盛志一直坚持推动石

篮球事业的发展。“球赛不以输

赢为目的，更多的是辉煌过后

的传承和深化。”霍盛志表示，

希望通过更多的球赛，从中去

发现更多篮球“后浪”，稳稳接

住石 篮球事业这一棒。

珠江时报讯（记者/丁当通讯

员/关冰）11月13日，2020南海

区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仪式

在九江镇吴家大院举行，为南海区

“百姓学习之星”“社区教育老年教

育先进单位”等颁奖。桂城“公益

墟日”等55个项目、单位获奖。

本次活动由佛山市南海区教

育局主办，旨在进一步激励全民学

习、终身学习，推动高水平学习型

城市建设。今年7月，南海区社区

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展

2020年南海区“百姓学习之星”

“终身学习品牌项目”推荐、认定、

展示活动，推荐南海区大力发展老

年教育、社区教育、职工教育、各类

高校开展的继续教育、农村成人继

续教育、各类学习型组织创建、优

质资源开放共享等方面的优秀工

作案例和发展成果，并推荐优秀典

型参加市级以上评选。

经评选，“关爱桂城”建设督

导委员会的品牌项目“公益墟日”

除了荣获南海区“终身学习品牌

项目”外，还被认定为2020年佛

山市“终身学习品牌项目”。

据了解，“公益墟日”品牌项目

是桂城政府为弘扬全城关爱文化，

以关爱桂城创益中心为试验与推

广平台，于2012年4月正式运营

的公益项目。截至2019年12
月，“公益墟日”举办近66期活动，

撬动350多个社会资源、团体，在

桂城营造“就在身边做公益”的社

会氛围。2019年，“公益墟日”还

走进校园与社区，把“关爱种子”种

在每位青少年心中，让青少年承担

起公益传播的角色，成为新一代

“社区治理”的核心力量。

桂城社区学校校长严小明表

示，2019年，桂城荣获南海区首个

“学习型街道”称号，共10个城市社

区获得“学习型社区”称号。今年，

桂城“学习型社区”再添17个，分别

是大圩等14个城市社区及夏南一

等3个农村社区。“目前，桂城已实

现城市社区‘学习型社区’全覆盖，

下一步将推动更多农村社区成为

‘学习型社区’，实现全街道‘学习型

社区’全覆盖。”严小明说。

U18球员登场后浪激情“篮”不住
2020年石 男子篮球联赛圆满落幕

桂城55个项目和单位获得市区级奖励

“公益墟日”播撒关爱种子

第一名：荣博达金属

第二名：二村

第三名：三村

第四名：一村

常规赛最佳“U18球员”：

周维培（15岁）

最佳“U18球员”：

莫泽斌（15岁）

最佳球员：陈健东

文明实践“益”起来美丽社区更和谐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社区卫生
11月14日上午，江南名

居社区党委在万科金色城悦

花园小区开展以“垃圾分类科

学分类，文明你我同行”为主

题的公益活动，通过垃圾分类

知识普及、垃圾分类小游戏

等，让居民认识到垃圾分类的

重要性并深化环保意识。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为大

家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游戏环

节，通过垃圾分类飞行棋、大

转盘、知识问答等，让垃圾分

类知识入心入脑。此外，楼长

和党员志愿者们还向居民重

点讲解了垃圾分类方法，针对

部分居民对垃圾分类工作的

疑惑，耐心进行解释。现场气

氛热闹，居民参与度高。

“垃圾分类小游戏潜移默

化地提高了我们对垃圾分类

的参与度，而有奖知识问答也

使我们巩固了垃圾分类的相

关知识，提高了自觉爱护环境

卫生的意识，有利于养成垃圾

分类的好习惯。”参与活动的

居民们纷纷说。

下一步，江南名居社区将

继续用创熟的手法，通过一系

列群众喜闻乐见、形式新颖的

活动，引导居民群众人人动

手，参与垃圾分类，进而建设

共建共享和谐社区。

/ 江南名居社区 /

沙井盖上作画宣传垃圾分类
11月14日上午，江滨社

区开展“垃圾分类，亲子同行”

主题沙井盖美化活动。

当天，社区亲子们带上绘

画工具，早早地来到活动现

场，变身为社区艺术家，为沙

井盖换上新装。大家凭着丰

富的想象力，运用垃圾分类知

识、环境保护、趣味卡通等元

素创造出一幅幅别具一格的

图画。经过一上午的努力，一

个个新颖的设计为小区环境

增添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沙井盖，这个小小的方寸之地

在社区居民和志愿者的艺术

渲染下，成了江滨社区的垃圾

分类宣传之窗。

此次活动，不仅让亲子家

庭感受到绘画的乐趣，同时提

高了垃圾分类的意识，在潜移

默化中营造出“文明就在你我

身边”的良好氛围。

/ 江滨社区 /

街坊齐聚畅谈创熟善治
11月12日，灯湖社区党委

联合滨江一号街坊会、万锦豪园

街坊会和中铁建水岸公馆街坊

志愿互助会，开展“灯湖创熟一

家亲”组织建设创熟宣讲会，提

升灯湖社区的街坊志愿互助会

的组织建设效能，推动社区治理

水平迈向高质量发展。

本次宣讲会提出要秉持“亲

仁善邻”理念，在小区实现“与邻

为善，以邻为伴”新型邻里关系

的工作要求；并为推动小区善治

发展，进一步强调街坊志愿互助

会三大工作任务，即完善沟通对

话机制，提升公众参与力度，改

善小区舆论环境。

本次创熟宣讲会形式较以

往有很大的不同，社区党委搭

建平台将三个小区街坊志愿互

助会聚集在一起，旨在通过交

流整合创熟资源，分享先进小

区治理经验。不同小区有不同

的治理难题，但在治理路上总

会存在共性，取其精华，加以创

新，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小区

的善治之路。

/ 灯湖社区 /

多方代表角色扮演大力倡导反家暴
11月12日，桂城街道反家

庭暴力联动机制部门团建活动在

平东社区家风家教体验馆举行，公

安、司法、民政、妇联、医院、学校、

社区、心理咨询机构等成员部门代

表一起通过对话讨论、角色扮演，

为桂城反家暴工作建言献策。

活动既解读了新实施的《广

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

庭暴力法〉办法》，也邀请公安和

社区的代表讨论了家暴告诫书

的执行流程，还邀请医院、教育

办的代表就家暴受害者、目睹家

暴的受害人的创伤处理、心理安

抚提出了指引。

角色扮演是团建活动一大

亮点。在一个婚姻矛盾并发生

家暴的场景中，各部门现场开展

反家暴维权和调解工作：公安部

门上门教育、司法部门给予法律

指引、教育部门耐心安抚目睹家

暴的人员……各部门根据自身

职责，运用法律法规、耐心的劝

导、美德的宣传，形成部门合力，

帮助家庭化解矛盾。

“通过角色扮演，我们能亲

身感受到反家庭暴力联动机制中

各职能部门通力合作的重要性。

日后我们会把这些理念根植于日

常工作当中，帮助更多家庭和谐

相处。”参与者纷纷表示。此外，

活动还深入挖掘美好家庭养成与

反家暴工作的结合点，呼唤美好

家风，减少社会矛盾。

/ 桂城街道妇联 /

楼长参与消防逃生演练
秋冬是火灾隐患的高发期，

为了进一步加强安全消防工作，

11月11日，文翰社区联合中海

万锦熙岸物业，开展安全消防演

练活动。

当日，楼长们在专业消防人

员的带领下，在楼栋进行消防逃

生演练。应急铃声响起，楼长们

按照事先规划好的“逃生”路线快

速有序撤离到户外安全地点。待

全体人员撤离到安全地带后，专

业消防人员对如何正确使用灭火

器、消防水管等进行详细讲解与

示范，随后让楼长们进行实战操

作，感受在火灾现场如何迅速打

开灭火器灭火。“通过自己的实际

操作和学习，大大提升了在火灾

中的应变技巧及扑灭初期火灾的

能力。”楼长们纷纷表示。

随后，楼长们还进行了消防

安全宣传，为路过的居民派发消

防安全宣传单张，并分享消防实

用小知识，运用“创熟”手法，号召

居民参与到消防大转盘游戏中

来，让居民学习到更多消防安全

知识。

/ 文翰社区 /

文/珠江时报见习记者 邹韵斯

通讯员潘海霞 谭嘉慧 芦静琳 周菲钒 萧桂嫦

玩趣味游戏学习垃圾分类、大手拉小手美化沙井盖、开展消防演练
提升居民逃生自救意识和能力……过去一周，桂城各社区各部门举办了
精彩活动，把垃圾分类、秋冬防火、创熟善治、反家庭暴力等理念向广大
社区群众宣扬，让桂城市民在潜移默化中成为自觉的文明实践者。

■江滨社区亲子同行美化沙井盖。

■江南名居社区居民玩趣味游戏，学习垃圾分类知识。

■灯湖社区的街坊志愿互助会讨论社区创熟善治。

■文翰社区邀请专业消防人员教楼长正确使用灭火工具。

■精彩的跳投。 通讯员供图

■主办方为桂城街道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等2020年南海区社区教育老年教

育先进单位颁奖。 通讯员供图

获奖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