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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陈时然通

讯员/杜嘉雯 摄影报道）8月1日

晚，“南海农商银行杯”2022南海

区百村（居）男子篮球赛暨丹灶镇

村（居）男子篮球赛决赛打响。去

年会师决赛的南沙社区队和东联

社区队今年再次相遇，南沙社区

队最终以79：72战胜东联社区，

获得冠军。接下来，两队将代表

丹灶镇参与南海区复赛。

比赛开始后，身穿白色球衣

的东联社区队率先获得球权，迅

速组织进攻，投篮首得2分。随

后双方逐渐进入状态，比分交替

上升。首节结束，南沙社区队领

先1分。

随后，东联社区不断加强防

守，且三分接连命中，在第三节

开场1分多钟后反超南沙社区1

分。然而南沙社区没有丝毫慌

乱，经暂停作战术调整后，7号球

员李乐华和11号球员李国玄等

配合默契，连续快攻得分，拉开

比分。东联社区队也不甘示弱，

12号球员陆志烙不断抢下进攻

篮板并得分，9号球员陆英强三

分接连命中……各队员密切配

合，防守强硬，进攻有条理，多次

险些追平比分。

第四节开始，陆志烙延续火

热手感，一记三分远投出手，稳

稳将球投进篮筐，将比分差距逼

近到2分。南沙社区队立即暂停

调整战术，效果立竿见影，最后

决胜阶段，南沙社区队的球员们

频频打出精彩配合，还下起了

“三分雨”，将比分再度拉开。最

终，南沙社区队以79：72的比分

战胜对手。

“南沙社区已连续多年拿到

亚军，这次夺得冠军，实在高

兴。”李国玄说，摘得桂冠是对队

员们每晚刻苦训练的回报，希望

日后有更多年轻人加入社区篮

球队，促进丹灶体育事业发展。

当晚还上演了季军争夺战，

由西联社区队对阵良登村队。

快攻、跳投、上篮……比赛中，双

方球员你来我往，多次打成平

手，最后良登村队以78：77的比

分险胜西联社区，获得本届比赛

的季军。

据了解，本届赛事自7月18

日打响，全镇28支村（居）代表队

共进行了52场精彩的篮球赛事，

让篮球运动爱好者大饱眼福。

值得一提的是，为落实疫情防控

要求，本届赛事均为线上直播，

让球迷足不出户就能欣赏精彩

的篮球赛事。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蓝景

熙 通讯员/李伟文 摄影报道）7

月29日，2022年丹灶镇足球联

赛最后一轮比赛在荷村杨家足

球场上演。最终，数字工厂队成

功卫冕，西城玻璃队与洲南队分

别获得亚军、季军。

本届联赛历时两个多月，采

用俱乐部积分循环赛形式，以积

分排名决出冠亚季军。赛事吸

引11支球队参加，共带来11轮

精彩对决，以实时网络直播的方

式，向观众展示全方位赛况。

上一轮比赛结束后，数字工

厂队就以积分优势提前锁定冠

军。因此，最后一轮比赛中，让

球迷更关注的是同积24分的西

城玻璃队与洲南队对亚军的争

夺。

“传球！射门！好球！”亚军

争夺战的赛场上，西城玻璃队与

洲南队上演激烈对决，过人、冲

刺、射门……队员们默契配合，

展现了娴熟的运球、射门技巧，

为球迷奉上一场精彩的比赛。

上半场，西城玻璃队首开纪录，

随后还连下两城，以3：0的比分

领先。但洲南队不甘示弱，通过

精妙配合，扳回两球。上半场结

束，西城玻璃队暂时领先1球。

下半场一开始，洲南队“突

击”成功，将比分扳平。西城玻

璃队不甘示弱，通过默契配合再

进一球。但洲南队迅速展开反

击，再度扳平比分。 此时，比赛

进入胶着状态，双方队员互不相

让，向亚军发起最后的冲击。最

后时刻，西城玻璃队再进一球，

完成“绝杀”。随着终场哨声响

起，比分定格在5：4，西城玻璃

队战胜对手，夺得本届联赛亚

军。

“这场比赛的胜利，是队员

们一鼓作气、坚持到底的成果。”

西城玻璃队队长韦林辉表示，希

望该赛事能长期举办，为足球爱

好者提供强身健体和技术交流

的平台，增强队员之间的凝聚力

和向心力。

“此次联赛还增加了几支以

村居名义参加的球队，可以看出

丹灶足球氛围越来越好。”丹灶

足协副会长梁培芬表示，比赛促

进了各球队之间的交流互动，进

一步推广了全民健身理念，推动

了全镇体育事业发展。接下来，

丹灶足球联赛会加大宣传力度，

邀请更多高水平球队参与。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蓝景

熙通讯员/杜泳姗摄影报道）7月

29日，“活力南海·学法先行”

2022年南海区丹灶镇职工“学法

先锋”现场擂台赛活动在丹灶荷

村社区活动中心举行。经过多轮

激烈角逐，西联代表队获得冠军。

本次擂台赛设置了必答题、

个人赛、风险题、抢答题4个环

节，竞赛题目涵盖与职工息息相

关的安全生产法、劳动合同法、各

类维权渠道知识等内容。

现场，西联队、一百分队、西

屋康达队、开心满分队等12支队

伍分两场进行比赛，每一场次6

支队伍各派出3名代表登上“擂

台”。

在首轮的必答题中，第一场

次6支职工代表队势均力敌，均

以满分的好成绩进入下一轮对

阵。

进入个人赛环节，各队伍派

出一名代表参与答题，选手回答

错误即淘汰，直至剩下最后 1

人。现场，随着题目难度逐渐增

大，不少选手先后败下阵来，仅剩

西屋康达队和开心满分队两支队

伍的选手仍在同场较量，比赛进

入白热化阶段。经过15轮酣战

和1轮加赛题目，西屋康达队代

表答错了题目，开心满分队代表

赢下该轮胜利。

最终，经过两场次、各四轮

激烈角逐，西联代表队以积分

270分获得本次丹灶职工“学法

先锋”现场擂台赛一等奖，将代表

丹灶出战南海擂台赛决赛，与其

它镇街的桂冠争夺总冠军。

本次活动由南海区总工会、

南海区普法办联合主办，丹灶镇

总工会、丹灶司法所承办。接下

来，南海其他镇街将陆续举办初

赛，广泛动员职工学法、守法、知

法、用法，各决出优胜队伍参与最

终的决赛。

“平时，我们都利用业余时

间复习法律知识，这次比赛队员

们同心协力、互相帮助，因此收获

到好成绩。”西联代表队队长莫妹

准表示，通过比赛能让广大职工

对各种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加深

认识，以赛促学，有助于提升职工

法治素质，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

共同营造良好的社会法治氛围。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蓝

景熙 通讯员/杜泳姗 摄影报道）

7月31日，丹灶镇总工会联合丹

灶镇团委主办“纵享盛夏，青春

有你”2022丹灶镇职工草坪露

营节在翰林书屋举行，为广大青

年职工搭建一个互相认识、互相

交流、互相沟通、发展友谊的平

台，扩展职工“生活圈”和“交友

圈”。

“欢迎大家的到来，让我们

轻轻按下音乐播放键，在这美丽

的翰林书屋一起收获夏日的美

好！”主持人开场告白，瞬间点燃

职工的活动热情。现场通过“破

冰游戏”踩气球，让男女青年彼此

熟悉，缓解初识时的尴尬与紧

张。随后，各组青年职工在沟通

探讨、默契配合中，参与完成“你

画我猜”“接飞盘”“寻宝游戏”等

任务，进一步拉近彼此距离。游

戏间，不时有人开起玩笑，现场洋

溢着愉悦的气氛。

“参加本次活动不仅可以认

识更多朋友，还可以让我舒缓一

下来自工作的压力。”丹灶青云幼

儿园老师陈娇说。

丹灶总工会副主席潘广生

表示，青年职工是每个企业单位

的生力军、主力军，不仅精力充

沛、思想活跃、敢想敢干，还以青

年人的激情，不断实践着实事求

是的奉献精神，同时也一步步实

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希望此次

联谊活动，能为单身青年搭建一

个展现个人风采、扩大交友范围、

拓展生活空间的平台，让大家舒

缓工作压力的同时，寻找到适合

自己的一份情缘。

接下来，丹灶镇总工会将以

团结、引领、服务职工为目标，坚

持以职工需求为导向，继续举办

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拓宽

丹灶职工交流沟通渠道，搭建互

动平台，进一步丰富广大职工的

精神文化生活，推动广大职工以

更大的热情，投身到丹灶经济社

会发展当中。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蓝

景熙 通讯员/何燕贞 摄影报

道）连日来，丹灶西岸村幸福院

内，不时传出孩子们拍打篮球

的“啪啪”声。“手伸直一点，接

球接稳了。”在教练的教导下，

孩子们在球场挥洒汗水，接球、

投篮等动作一气呵成。这是西

岸村红日学堂暑假班篮球基础

课堂的现场。

今年，为了丰富西岸村青

少年的暑期生活，满足青少

年和家长的托管需求，西岸

村因地制宜，引入第三方专

业培训机构和美术类教育人

才，开展西岸村红日学堂课

程，包括美术课和篮球课，让

村里的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城市青少年文化培训配

套服务。

西岸村首次推出的红日学

堂课程，分为上午和下午两个

时段，分别进行创意水彩水粉

美术课堂和篮球基础培训。

西岸村还通过体育文化培

训课程，开展暑期“专业课堂带

娃”托管服务，为辖区内适龄儿

童提供学习、成长的专业平台，

让双职工家庭对孩子的暑期生

活更放心。丰富多样的课堂设

置，孩子们可自主选择参与。

本次红日学堂不仅收获了村民

的认可，还为孩子们打开更广

阔的成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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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丹灶镇足球联赛落幕

数字工厂队成功卫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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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社区队获得冠军。

■数字工厂队摘得桂冠。

■美术课上，孩子们展示绘画作品。

■比赛中，濑良队职工代表抢答问题。

■青年职工玩“破冰游戏”，现场欢笑不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