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丹灶镇团委、丹灶义工联将于下月初举行“党群连心·全民志愿

——2020年度丹灶镇志愿者嘉许礼活动”，通过线上推送优秀故事

及公布表彰名单，肯定并感谢志愿者的辛勤付出。本期开始，《有为

周报》将连载刊登丹灶镇杰出志愿服务团队、丹灶镇优秀志愿者，展

示志愿队伍及个人的服务风采。

志愿服务队 融洽邻里情
2020年度丹灶镇志愿者嘉许礼下月初举行

文/珠江时报记者吴玮琛

3年前，仙湖社区正式成立后，便开

始着手建立志愿服务队伍，从稀疏几人到

如今百名志愿者。三年来，仙湖社区志愿

服务队不断探索，开设了仙湖片区和祈福

片区的志愿服务站点，并设立仙湖社区学

院，为本地居住或工作的居民，提供沟通

和学习的平台。

“以前在小区很少看到人，如今出门

就能看到熟悉的面孔，打声招呼问声好。”

从吉林长春搬到丹灶的新市民郝淑华在

祈福小区居住了近8年，见证了小区的变

化。

随着丹灶逐步发展、仙湖社区成立，

祈福小区也逐渐热闹起来。在偶然的机

会下，郝淑华听闻社区成立了志愿服务

队，她便询问社区工作人员并主动加入。

“加入志愿服务队之后，我每天都

很充实！”

仙湖社区志愿服务队微信工

作群内，定期更新活动

信息和征

集 ，这 让

郝淑华的

生活变得忙碌起来，“我每天都会和志愿

者一起打太极，回家换套衣服后又到服务

站点值班，晚上到广场上跳舞。”郝淑华脸

上挂着灿烂的笑容，述说着趣味的生活安

排。

仙湖社区新市民所占比例较大，存在

邻里之间沟通不够的问题。仙湖社区志

愿服务队的成立，吸引了热心居民加入，

社区逐渐活跃起来。“志愿服务队分别在

祈福片区、仙湖片区设立服务站点，站点

内提供棋牌、乒乓球、阅读角等设备，并定

期开展公益太极、亲子互动等志愿服务，

吸引了街坊邻里参与。”仙湖社区志愿服

务队相关负责人许庭杰说，这样的氛围，

逐渐朝着“熟人社区”的目标靠拢。

今年7月成立的仙湖社区学院是志

愿服务队的延伸。通过在仙湖社区居住

或工作的志愿者，形成导师团队，定期开

展书法、瑜伽、太极、烘焙、花艺、舞蹈等丰

富多彩的公益课程，吸引了社区居民报名

参加，也由此孕育出文体队伍，活跃了社

区的文娱氛围，提升了社区居民的凝聚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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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期间，联

沙社区智慧妈妈

义工为社区长者

制作冰皮月饼。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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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

琛 通讯员/吴严英）近日，丹灶

镇中心小学开展亲子研学实

践活动。本次活动旨在创设

家长与孩子互动、交流的平

台，促进家长与家长、家长与

教师的互动交流，营造良好的

家校共育的氛围。

近日，丹灶镇中心小学一

二年级的同学在老师、家委和

家长的陪伴下，前往翰林湖农

业公园、云山公园、南海大湿

地公园，享受田园的欢乐时

光。同学们在翰林湖公园欣

赏五彩花田、翰湖碧波、耕读

长廊、休闲绿道；在云山公园

轻踏铺满落叶的阶梯，聆听森

林的鸟叫与虫鸣；领略南海大

湿地公园独特的美景。“妈妈，

我很喜欢你陪伴着我。”同学

小凯牵着妈妈的手，漫步走在

翰林湖农业公园绿道上，妈妈

为其拍照留影。亲子在尽情

享受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同

时，也在享受与家人一起度过

的欢乐时光。

丹灶镇中心小学三至六

年级学生则在老师家长的带

领下，参观了康园和仙岗古

村。在康园，同学们了解康有

为立志报国、力求挽救民族危

机的奋斗轨迹，深深感受到康

有为追求真理、为事业奋斗的

爱国精神；在仙岗古村，同学

们领略到仙岗村悠久的历史

文化底蕴，了解烧番塔、赛龙

舟、舞醒狮等岭南味浓郁的民

俗活动。

随后，学生和家长走进仙

湖氢能展示中心，在讲解员带

领下参观了展示中心内部，体

验到氢能带来的便利，感受南

海氢能产业的发展；在污水处

理厂，同学们在实地参观中加

深了对污水处理技术和环保

实物的了解。

“以前听闻丹灶仙湖氢

谷，但百闻不如一见，参观后

感觉很震撼。”家长龙女士说，

氢能产业正在逐步运用到汽

车以及日常生活领域，孩子们

也能感受到科技的不断变化

发展。

本次研学实践活动，不仅

让学生拓展了知识面，增广见

闻与阅历，促进了班集体的团

结和谐，同时也促进了家长与

孩子之间、家校之间的交流，

推动了家庭、学校教育一体化

建设。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琛 通

讯员/李少媚）11月17日，丹灶镇联

安小学开展“规范化家长学校”案

例教学示范活动课。

活动由丹灶镇名班主任工作

室成员张欣兴老师讲授《正确竞

争，搏击长空》一题，选取自“父母

课堂”案例《让孩子树立正确的竞

争意识》，该选题是六年级家长非

常感兴趣和值得探讨的主题，吸引

家长们踊跃参与。

张欣兴通过案例展示、案例分

析、组织反思、归纳原因和课后拓

展五个步骤完成“案例教学”，引导

家长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竞争意

识，引导孩子设立适合自己的目

标，不断地给予孩子鼓励，实现自

我超越。

家长从案例中产生共鸣，在探

讨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孩子需

要鼓励和帮助才能从学习中进步，

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适合的目标，

孩子才能在建立自信中不断进

步。”家长深有感触地说。

家长积极发言，踊跃参与。活

动现场气氛热烈，效果良好。通过

案例分析，让家长们知道了家庭教

育中和孩子沟通交流的重要性。

随后，张欣兴向家长们提出操

作性强、实用性高的建议，如：分析

试卷，鼓励孩子，定一个小目标；检

查孩子作业是否完成，提出建议或

表扬鼓励；引导孩子找到一个能和

自己实现竞争共赢的“小对手”；以

身作则，多阅读，实现共赢。多陪

伴孩子，进行亲子活动，渗透竞争

意识等。

家长纷纷表示此次活动受益

匪浅，将以此为契机，将更注重科

学、有效的方法，注重与老师的沟

通，促进孩子身心健康发展，真正

达到家园共育、携手成长的教育目

的。

边学边玩 领略丹灶之美
丹灶镇中心小学开展亲子研学实践活动

■丹灶镇中心小学师生、家长参观仙湖氢能展馆。 通讯员供图

鼓励孩子
定个小目标

丹灶镇联安小学举办“规范

化家长学校”案例教学活动

■案情回顾

初中生小许，放学后像往

常一样独自走路回家，戴着耳

机在非机动车道内行走，同时

还一边玩着手机，丝毫没有发

现在身边行驶的电动车。一名

外卖小哥一边骑车一边看手机

接单，未留意到迎面走来的小

许，将小许撞倒，造成小许头部

受伤。受伤后，小许身体受到

影响，不能就学，情绪、精神状

态极差，因此耽误了中考。

■部门说法

人人都是道路交通的参与

者，孩子也不例外，学校、家庭、

社区要加强未成年人交通安全

教育，给孩子灌输正确的道路交

通安全意识。南海区普法办提

醒家长朋友，要告诉孩子五件

“马路要事”。

一是作为道路交通参与

者，必须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

做到思想集中、不听耳机、不打

电话，骑车时不骑入机动车道、

双手不离开车把手，确保骑行

安全。骑行自行车横过马路

时，请注意安全，下车推行，在

确保安全后迅速通过。

二是绿灯也不能随意过马

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在圆屏

灯红灯情况下，右转车道无单

独信号灯指示，车辆依然可以

右转。如此一来，“红灯停，绿

灯行”不一定适用，绿灯过马路

也要张望道路，小心通过。

三是车辆有盲区，勿在汽

车附近玩耍。司机有时候顾

不上观察车辆所有的角落，孩

子在车边容易被碰伤。而且

有些技术不过关的司机，在车

辆启动时会后溜，车后方也不

安全。

四是不要在马路边追逐玩

耍。马路车况复杂，孩子个子

小容易被忽略，人来车往更容

易被碰伤。

五是儿童单车、电动童车

不要上马路。

■相关链接

11月13日至12月6日，连

续四周，逢周五至周日，南海区

教育局、南海区司法局等部门

联合开展“南海区第十五届学

生（家长）法理文综合素养知识

竞赛”，参与游戏答题有机会获

得微信红包等丰厚奖品，详情

可关注“南海普法”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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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交通安全 从我做起

联沙社区智慧妈妈义工队成立

5年，激发巾帼力量，参与社区治理。

“虽是同村人，但很少沟通交

流。”智慧妈妈义工队骨干谢艺英回

忆队伍成立伊始，成员开会交流时，

陌生感让现场一度严肃。“如今，‘妈

妈们’坐在一起聊活动策划、社会事

务等，氛围十分融洽，也帮助社区解

决了不少问题。”谢艺英说。

联沙社区为智慧妈妈义工队搭

建了智慧心灵驿站平台，志愿者在此

讨论社区大小事，并制定方案，联动

团队成员，链接社会资源，解决社区

需求。智慧妈妈义工队围绕积极美

村计划、安全治理、扫黄打非等重点

工作开展社区服务。

基层社区治理中经常看到她们

的身影。“婆婆你这个木柴丢掉吧，不

仅有安全隐患还可能滋生白蚁。”智

慧妈妈义工队在“三三整治”过程中，

协助村民清理了房前屋后的生活垃

圾，并劝导村民处理生活垃圾处置问

题。

此外，智慧妈妈义工队还链接创

意仓讲师资源，组织青少年学习防溺

水知识；链接佛山市公安局心理援助

党员志愿服务队，开设防电信诈骗安

全知识讲座等。

自今年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

来，由智慧妈妈义工队成员组成巾帼

志愿服务队，全力参与抗疫工作。智

慧妈妈义工队为辖区内9个岗亭的值

守人员和社区抗疫一线工作人员提供

暖心茶水62天，糖水200多份。

智慧妈妈义工队坚柔并进，闲

暇时成员们共学广场舞，在重阳节

时为长者表演节目，参加镇内各大

舞蹈比赛，丰富社区文化生活的同

时，活跃了社区邻里之间睦邻友好

的氛围。

青少年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