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2月31日，桂城22个农村社

区同时举行“五星文明家庭”授牌仪式。全街

道共10372户星级文明家庭获得命名表彰：

何汉镐等109户家庭被命名为“五星文明标

兵家庭”，陈浩添等938户家庭被命名为“五

星级文明家庭”，周乃杨等3746户家庭被命

名为“四星级文明家庭”，霍嘉成等5579户

家庭被命名为“三星级文明家庭”等。

不同于以往的文明家庭评选，本次获得

命名的星级文明家庭除了收获荣誉称号的精

神奖励以外，还将享受到一系列“看得见、摸

得着”的物质奖励。

根据桂城街道“五星文明家庭”奖励办

法，获评三星级及以上的文明家庭至少可享

受7大类、36项福利，涵盖就业创业、培训教

育、文化活动、生活服务、旅游优惠、银行金融

和网络宽带等。

其中，“五星文明标兵家庭”享受福利多

达10大类64项。比如符合条件的最高可获

1000万元创业贷款、最高60万元无抵押消

费贷款。

“激励机制也是我们这次‘五星文明家庭’命

名活动的创新举措之一。桂城街道将这次文明

家庭命名活动作为重点项目，统筹、整合各个职

能部门、银行、商家等多方资源，积极为五星文明

家庭提供各种激励机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

乡风文明建设。”桂城街道党工委委员江颖怡表

示，通过这些激励措施，增强星级文明家庭的荣

誉感，激发广大家庭争当“五星文明家庭”的热

情，在全社会形成学习文明家庭、崇尚文明家庭、

关爱文明家庭、争做文明家庭的浓厚氛围。

文/珠江时报记者罗炽娴通讯员 杨剑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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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蓝志中）

自2019年12月20日起，阿里

巴巴联合珠江时报在内的各地

媒体，启动2019年度正能量人

物评选。经过媒体推荐、项目组

评估，全国范围内共有76个正

能量候选故事脱颖而出，入围

2019年度正能量人物评选投

票环节。

珠江时报推荐的南海医生

胡碧洪成为2019年度全国十大

正能量人物候选人，入选义不容

辞类别（编号31）。投票页面于

1月3日0时上线，市民可为她

投上宝贵一票，为她加油助力。

传播大爱
为平凡人写赞歌

胡碧洪是南海区人民医院

妇科主任医师。2019年8月9
日，正当胡碧洪在小区泳池边看

着女儿游泳时，一位女孩溺水休

克、情况危急。出于医生本能，

她不顾自己是位9天后就要生

产的高龄孕妇，跑过去接力抢

救。一下、两下、三下……足足

按了180下，女孩终于恢复意

识并最终脱离生命危险。

胡碧洪的救人事迹经珠江

时报独家报道后，得到人民日报

微信公众号、学习强国等大型媒

体的转载传播。胡碧洪先后当

选2019年第三季度最美佛山

人、2019年第三季度广东好人。

这是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

连续第三年发起“年度正能量人

物评选”。评选征集启动后，共

收到来自全国网友的数百例推

荐，通过与各地合作媒体筛选评

估，最终确定了76个正能量故

事入围投票点赞环节。根据事

迹类型，案例被划分为“义不容

辞”和“情不容已”两个类别。阿

里巴巴天天正能量总监王崇和

说，天天正能量始终不变的初心

就是唤醒和改变，希望每一个年

度人物的事迹都可以被传扬，被

效仿和学习。

一起点赞
为家乡赢取公益金

据介绍，“情”和“义”是今年

评选的主题，76组案例将分为

“义不容辞”和“情不容已”两个

类别分别进行投票，最终各类别

前10名，共20人将获得阿里巴

巴2019年度正能量人物称号。

投票页面于1月3日0时

上线，评选将采取评委投票和网

友点赞综合评比的方式进行，最

终按照评委和网友8:2的比例

进行排名，所有评委由主流媒体

代表担任。

今年，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

继续拿出百万公益金用于后续

公益项目，划分成20个正能量

微基金，每个微基金5万元，由

获奖正能量人物所在地区获

得。该微基金以媒体和获奖年

度正能量人物联合命名，全部用

于对推荐媒体所在地区困境好

人的帮扶。

本次评选1月9日24时结

束，最终结果将于1月10日在

天天正能量官网和官方微博（@
天天正能量）、微信（天天正能

量）公布。春节后，阿里巴巴天

天正能量将择机举行正能量人

物颁奖礼。

请大家关注公众号“天天正

能量”，在菜单栏点击“年度评

选”按钮进入投票页面，为南海

医生胡碧洪（义不容辞类31号）

点赞助力。

“天天正能量”2019年度正能量人物评选投票启动

胡碧洪入围全国十大正能量人物候选

扫码
一下

为正能量
点赞

南海“村居法德大讲堂”走

进狮山镇驿园社区

提高科学素养
抵制邪教歪理

珠江时报讯（记者/马一右）昨

日，南海区第三届法治文化节系列

活动之“村居法德大讲堂·推进乡村

振兴”走进狮山镇驿园社区，为居民

普及反邪教法律法规。

南海区委宣传部讲师团副团长

邓兵从社会的层面剖析邪教能够长

期迷惑人们的原因。从理论上讲，

人们接受科学教育的程度越低，就

越容易掉入邪教的圈套。“大家要鼓

励自己的儿孙多读书，上大学，提高

科学素养，抵制邪教歪理。”

随后，邓兵从宗教的含义、邪教

的含义、宗教与邪教的区别、中国常

见的邪教组织等方面，向在场社区

居民进行科学普法，并穿插播放了

多个视频，让社区居民更加深入了

解邪教产生、盛行的原因。同时，通

过生动的案例详细列举了10余种

邪教的典型表现，“邪教通过精神控

制残害生命、破坏生产、扰乱社会、

侵蚀政权、践踏法律，我们每个人都

必须自觉抵制。”

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防范和

抵制邪教呢？邓兵认为，首先要不

听、不信、不传，发现邪教的违法行

动要及时举报，同时要破除迷信思

想，正确对待生老病死和人生坎坷，

树立科学致富、勤劳致富思想，用自

己的双手创造美好未来。“我们要养

成读书看报、终身学习的良好习惯，

相信政府、相信科学，遵纪守法、全

民反邪，共建共享法治社区。”

“听了邓老师的课，了解到邪教

骗人的许多手段，以后自己就不会

上当受骗，不会受迷惑了。”70岁的

居民植以莲说。

该活动共举行21场，今日上午

将在狮山镇山南社区举行第三场，

为广大社区居民带来扫黑除恶普法

宣讲。

珠江时报讯（记者/方婷 通

讯员/区智颖）2020年春运即将

到来，为切实做好服务保障工

作，佛山西站推出多项春运服务

举措，助旅客回家之路更顺畅、

更舒心。

搭乘网约车更方便
昨日，在东停车场东3区位

置，珠江时报记者发现，道路上

黄线标志框内几辆出租车正在

等待旅客，路边还有不少旅客一

边拿着手机一边观望路口，等待

网约车。这里是佛山西站于

2019年11月增设的网约车专

属上客点，旨在为给广大旅客提

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出行服务。

佛山西站还在西出站平台第二

车道增设了网约车专属上客点。

佛山西站工作人员介绍，

以前有许多旅客反映，在西站

搭乘网约车，经常不知道怎么

跟司机描述自己的具体位置。

因此，佛山西站特意增设了网

约车专属上客点，实现了网约

车定点上客、即上即走的功

能。网约车的设置满足了旅客

出行方式的多元化需求，更节

约了旅客出行时间。

咨询台服务更丰富
为迎接春运，佛山西站再次

明确了东/西咨询台（志愿V站）

的功能定位，进一步完善了咨询

台的服务。如放置便民医药箱，

设置共享移动充电宝，免费电瓶

车服务时间，提供周边旅游景点

宣传信息及文明出行单张等资

料供旅客查阅，不断提升便民、

利民服务水平。

咨询台还有佛山西站周边

酒店等便民信息可供旅客查

阅，有需要的旅客可前往东、西

服务台查看。当春运旅客进站

客流进入高峰期时，车站还将

在东/西通道一层进站口设置

临时咨询台，旅客可以更加方

便地进站问询。此外，枢纽东/
西一层通道各有设置免费热水

供应设备。

目前，佛山西站内有往返东

西区的环站电瓶车供旅客免费

乘坐，每10分钟一班。运营时

间为上午 9:00~11:00，下午

15:00~17:00。春运期间，根

据进站早高峰和回程高峰，佛山

西站将适时调整免费环站电瓶

车发车班次和时间。

站内花园升级改造
干净的石椅、茂盛的绿植，

这是佛山西站枢纽东/西区的露

天花园，已于2019年7月初完

成升级改造，是集可游、可观、可

憩于一体的场所。

园内设有观赏区、吸烟区、

休闲区等功能性区域，是旅客在

候车之余活动、舒心的好去处。

工作人员介绍，不少旅客在等车

时都会来此休憩。

贴心服务温暖旅客回家路
佛山西站推出多项春运服务举措，助回家之路更顺畅、更舒心

昨日，在中国农业银行南海平洲支行（下称“平洲农
行”），刚刚被命名为桂城街道“五星文明家庭”的代表与银行
签订授信意向书。即日起，符合条件的星级文明家庭可自行
前往指定银行办理业务，享受由银行提供的多项优惠服务。

为文明家庭定制融资产品
昨日上午，参与现场签

约的3个家庭代表披上“桂城

五星文明家庭”绶带，与平洲

农行代表进行授信意向签

约。这3个家庭中，有1个五

星文明标兵家庭、2个五星文

明家庭，签约内容包括汽车

或装修分期授信意向等。

“参加这个签约仪式，

首先是有一份自豪感，其次

也感谢政府和银行为我们

提供便利。”来自桂城平东

社区的“五星文明家庭”获

得者代表梁伯端点赞来自

政府和企业的贴心服务。

他认为，这样的奖励措施对

许多有贷款需求的家庭来

说是件好事，会激发大家树

立良好家风的热情。

“中国农业银行南海平

洲支行扎根桂城平洲超过

30年，支持政府各项工作开

展、服务城乡民众是我们应

尽的社会责任。”平洲农行

副行长杨健说，本次桂城

“五星文明家庭”命名活动

正是政府推动乡村振兴、加

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体

现，平洲农行积极协办本次

活动，也要为推动乡村振兴

贡献金融力量，积极践行金

融服务万家的理念，同时也

可以向社会弘扬文明友善和

谐的正能量。

对于有融资需求的文明

家庭，平洲农行将根据家庭

成员资质和该行信贷政策，

线上线下相结合，向他们推

荐量身定制的融资产品，并

提供专属贵宾通道、专业经

理跟进服务，以及专享精彩

增值活动等。

“我们的信贷产品目前

有线上和线下两种，线上已

经实现网银、掌银自助申

请，秒申秒审秒贷；对于线

下贷款，则安排专职客户经

理收集申贷资料，全程跟进

贷款进度，畅通渠道，务求

让符合条件的申贷家庭以

最快捷的速度获得贷款。”

杨健介绍。

激励机制鼓励社会
共建乡风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