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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采访当日，付桔华穿

着一件印有“西樵镇融和之

家”的“黄马甲”。这件“黄马

甲”，正是西樵“融和天使”的

象征。

“融和天使”是西樵镇融和

之家志愿服务队对志愿者们的

亲切称呼，这支队伍成立于

2018年9月，致力于开展、参与

各种无偿公益服务、各种社区

服务和管理活动，倡导本地市

民和新市民互爱互助，一起参

与共治。

从2018年成为西樵镇第

一批“融和天使”开始，这件“黄

马甲”便成为付桔华最引以为

自豪、最珍贵的一件衣服。这

件“黄马甲”跟随她到西樵车站

为乘客提供爱心服务，到敬老

院做义工，到儿子就读的太平

小学做“家长义工”等，陪伴她

在志愿服务路上越走越远。

疫情期间，这件“黄马甲”

的身影更是遍布河岗社区的各

个角落。大年初三，付桔华开

始加入社区工作人员的队伍，

到出租屋登记人员信息，一直

从下午2时忙活到傍晚6时。

到了年初四，河岗社区开始设

岗，她又与丈夫黎建文交替参与

值岗，帮助核对人员信息。“那时

候一天要登记近百名人员信息，

光那一串串身份证号码就能写

到手软。”付桔华笑着说。

不仅如此，付桔华还主动

帮居家隔离人员和其他新市民

买菜、送口罩，并利用自己的身

份与其他新市民取得共同话

题，引导他们放下顾虑，配合疫

情防控工作。

从2015年加入河岗社区

义工队开始，付桔华已经数不

清自己参与了多少次志愿服务

活动。无论是慰问孤寡老人、

举办长者生日会、组织亲子活

动或节日晚会，还是参与建设

社区开心农场、宣传最新政策

措施等，总有她忙碌的身影。

在付桔华的感染下，她的

丈夫、儿子也渐渐参与到志愿

服务当中。她说：“参与志愿服

务的过程，是让自己成长、给别

人力量的过程，也是让我们获

得幸福感的过程。”

珠江时报讯（记者/钟泽

诗 通讯员/区少敏）煎炸烹饪

选“厨神”，垃圾分类人人学。

7月25日，西樵镇上金瓯社区

开展“垃圾分类我先行，共建

绿色上金瓯”活动及粤菜师

傅技能大赛，把厨艺培训、垃

圾分类宣传、外来女工社区

融入项目年度展示、家风建设

等活动内容融合起来，让社区

居民涨知识、饱口福。

当天活动内容十分丰富，

首先进行的是粤菜师傅技能

大赛。比赛吸引46名社区居

民报名参加，包括企业职工、

外来女工等新市民群体。活

动还邀请了南海旺阁渔村饮

食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

经理吴荣开对参赛者进行厨

艺培训。

比赛开始，选手们分成

23 组进行 PK。切鱼、腌制、

开火、下油、炒葱姜蒜、下鱼

……各组选手有条不紊地进

行烹饪，最终端出他们的参

赛菜式——鲜花椒焗鱼。

来自江西的许冬亚在 3

年前来到上金瓯社区开设

生产陶瓷周边产品的工厂，

平时喜欢做菜的他报名参

加比赛获得优胜奖。许冬

亚说：“社区的工作人员、志

愿者都很热情，经常邀请我

们参加社区活动，我们都很

喜欢这样的社区氛围。”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多个

主题志愿服务摊位，涵盖廉洁

教育、垃圾分类、美好家庭计

划、扫黑除恶、扫黄打非、社区

网格化、税法宣传、民生政策

咨询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

内容，并设置了相应的摊位游

戏。

尽管天气炎热，但居民们

参加活动的热情不减，纷纷

排队参与垃圾分类卡片投

掷、美好家庭元素有奖问答

等游戏。而在他们背后，更

不乏党员和巾帼志愿者忙碌

的身影。

值得一提的是，现场还摆

放了 2019 年“亮丽女程”上

金瓯外来女工社区融入年度

回顾与成果展示板，向大家

展示“上金瓯新市民女工志

愿团队”的发展历程。

上金瓯社区党委委员陈

润珠表示，活动发挥了党员志

愿者和巾帼志愿者的带头作

用，通过垃圾分类营造美好家

庭的养成氛围，加强居民之间

的沟通，推进社区好家风建

设，倡导和谐、文明、节俭的新

风尚。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

肖玲 通讯员/陈晓婷 摄影

报道）炎炎夏日，游泳成为

很多市民首选的消暑节

目。但是有少部分市民会

选择到河湖野泳，这种行为

存在难以预估的危险。西

樵镇内有不少野泳黑点，街

坊们切勿尝试去这些地方

戏水。

近日，记者来到樵园公

园人工湖，湖水碧波荡漾，

阳光照在湖面上，闪烁着点

点金光。湖边多个位置设

置有醒目的“禁止戏水”“禁

止野泳”等提示牌，还有临

时设置的护栏。然而往不

远处的湖面仔细看，可见浮

现着一两个橙色救生圈，有

市民正在湖里野泳。

樵园公园人工湖面积

约1.6万平方米，自2013年

西樵镇对樵园公园实施改

造后，这里成为不少市民光

顾的休闲点。近年来，为了

防止市民在湖里野泳及在

湖边垂钓，西樵镇市政办市

场队组织巡湖组加强对樵

园公园人工湖的日常监管。

据了解，每天早上6时

多以及傍晚 5时左右是附

近居民来这里野泳的高峰

时间。“我们每天早上 5时

到9时，对在樵园公园人工

湖野泳的人员进行管理，对

野泳及垂钓等行为进行劝

导，对劝导不听的市民，将

联合执法和公安进行处

理。”西樵镇市政办市场队

巡湖组组长郭洪和介绍，在

傍晚 4 时 30 分至 6 时 30

分，他们也会到人工湖进行

巡查。

有个别市民认为自己

懂得游泳、做好准备运动、

备好救生圈就足够安全了，

但实际上，在水库、池塘、河

流等野外水域游泳，可能会

被水草缠住脚、被碎石划破

脚，或者陷入淤泥中，从而

出现溺水的情况。“樵园公

园人工湖的水况是比较复

杂的，希望市民到有安全措

施和救生员的正规游泳场

所游泳。”郭洪和提醒，希望

市民爱护湖边的水生植物。

“生命只有一次，不应

该冒险，况且这是水库，更

不可以儿戏的。”在西樵山

另一边的环山湖也经常有

市民野泳，环山湖的绿化

工作人员说，有时还有家

长带着小朋友下水。据

悉，西樵的环山湖就是佛

山最新公布的野泳黑点之

一。

上金瓯社区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及粤菜

师傅技能大赛

看“厨神”竞技
玩趣味游戏

野泳危害大
莫贪一时爽

●学会基本的应急自救、求助、报警方法。

她把“黄马甲”
当成最珍贵的衣服

西樵镇河岗社区新市民付桔华积极参与志愿服务，乐当“融和天使”

19岁跟着家人离开江西老

家到东莞打工，三个月后孤身

一人跟着工厂“转移阵地”至南

海西樵；20岁在西樵遇到自己

的丈夫，从此在西樵“生根发

芽”。这就是西樵镇河岗社区

新市民付桔华的奋斗历程。

回忆起当初的人生抉择，

付桔华淡然地说：“小时候我就

是‘不安分’的人，想多到外面

的世界闯一闯，争取更好的生

活。”也正是这股“闯劲”，让她

在西樵收获了美满的家庭、来

自天南地北的朋友，更收获了

令她引以为自豪的志愿服务事

业。如今，她全身心投入到社

区的建设中，还成为社区非户

籍妇联执委，用自己的所长服

务社区居民。

人 物 档 案

●姓名：付桔华

●简介：西樵镇河岗社

区非户籍妇联执委、2019年

度西樵镇“最美融和天使”、

2017~2018 年 度 和 2018~

2019年度河岗社区“优秀志

愿者”。

2006年，付桔华跟着

丈 夫 搬 到 河 岗 社 区 居

住。10多年来，他们一家

一直租住在同一个地方，

用她的话来说就是：“那

里不仅见证了我们一家

的变化，还有舍不得的人

情味。”

之前付桔华怀孕时，

住在隔壁的老奶奶隔三

岔五就给她送上自家种

的新鲜蔬菜；她生下孩子

后，老奶奶又给她煲猪脚

姜等“坐月子”补品；刮风

下雨前夕，老奶奶总会提

醒他们收衣服，看到他们

不在家时，还会热心帮他

们收衣服。

后来，这位邻居奶奶

去世时，付桔华很是伤

心，大哭一场。在她心

里，这位老奶奶是她第一

位深入接触并让她感到温

暖的河岗人，也是让她抱

有感恩之心，全力支持和

参与社区建设的启蒙者。

2019年，付桔华成为

河岗社区非户籍妇联执

委，调解新市民的家庭纠

纷、宣传社区工作、科普

政策措施等是她工作的重

要内容。工作过程中，她

也曾遇到过群众不理解的

情况，甚至遭受过一些嘲

讽和质疑，但最终都被她

巧妙化解。

有一次，一对新市民

夫妻连续争吵多日，妻子

向付桔华“诉苦”，付桔华

安慰她，给她分析问题，

做这对夫妻的“中间人”，

最终使两人和好。

还有一次，付桔华到

新市民家中宣传社区政

策，却被质疑：“你都不是

河岗人，为什么要多管闲

事？是因为参与社区服务

就能争取入户积分吗？”

付桔华用一句“我住在这

里就是河岗人，这里就是

我的家，你不支持、不理

解是因为你没有放下成

见，没有与其他居民接

触，没有把这里当成家”，

让对方心服口服。

现在的付桔华，不仅

以身作则，带动更多新市

民融入社区，还向社区里

的党员学习，努力争取成

为一名党员，发挥先锋模

范作用，更好地为社区、

为群众服务。

视“黄马甲”为珍宝 成“最美融和天使”

“住在这里就是河岗人，
这里就是我的家”

文/珠江时报记者钟泽诗

西樵野泳黑点
●湖泊野泳黑点：天湖、西樵山南湖山塘、环山湖、听音湖、锦湖

别以为在湖中游泳水流不急就很安全，其实水下的暗涌很多，且野外

人员稀少，没有专业救援人员在场，一旦出现溺水等意外情况，很难在第一

时间被施救。

●西江水域野泳黑点：太平至河岗基围段、高明大桥桥底附近、平沙岛

水域

水流急，夏日气温高，河面水温较高，但是深层水温骤降，极容易造成

抽筋，引发溺水事故。

●北江水域野泳黑点：龙湾大桥桥底附近、西樵大桥桥底附近

自然河地质复杂，有可能存在暗流、旋涡等，一不留神就会发生安全事

故。

防溺水事故要做到“六不”“一会”

●不私自下水游泳。

●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不会水性的不要擅自下水施救。

■■疫情防控期间疫情防控期间，，付桔华付桔华（（中中））跟随流管人员到出租屋登记人员信息跟随流管人员到出租屋登记人员信息。。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樵园公园人工湖边设置了禁止戏水的警示标志樵园公园人工湖边设置了禁止戏水的警示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