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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起来，感受到做母亲满

满的幸福。”今早，怡海五小二年级

林睿淇的妈妈发了一条朋友圈，记

录下孩子带给她的幸福时刻——

早上，林睿淇为妈妈挤好牙膏、准

备了毛巾、杯子等洗漱用品，还在

桌子上摆放着零食、小礼物，让妈

妈一起床就能收到节日惊喜。

母亲节当天，怡海五小的孩子

们铆足了劲，争当妈妈的好帮手。

晾衣服、拖地、做蛋糕、包饺子、叠

衣服、为妈妈捶捶肩膀……孩子们

用小小的双手，以劳动实践为妈妈

送上节日祝福。

“母亲节的活动是依托怡海五

小第二届‘家校共育·劳动最美’争

章活动进行的。”怡海五小德育处

主任陈晓霞介绍，学校在4月26
日~5月30日期间开展为期35天
的“家校共育·劳动最美”争章活动，

鼓励学子坚持每天在家为家人做力

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培养学子热爱

劳动的美德、养成良好劳动习惯，母

亲节劳动实践正是活动其中一环。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灯

湖五小在5月7日以“母亲节”主题

班会的形式向学子讲述母爱的故

事，并发出倡议，鼓励学子在母亲节

这天以“一份礼物、一声感谢、一份

贴心、一张照片”等形式，用质朴的

语言、贴心的关怀、温馨的话语、真

挚的情感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

5月1日，位于桂城大圩社区

平洲水道旁新仓街的“扎扎跳壁

球馆”举行开馆剪彩仪式。该球

馆内设8个球场，并有由中国壁

球协会认证的金牌专业教练“镇

馆”。在这里，热爱运动，喜欢燃

脂快感的市民可以全天候性地尽

情享受打壁球的乐趣。

桂城引进新潮国外运动
壁球、击剑、赛艇，被公认为

世界三大“绅士运动”。上世纪

90年代中后期，壁球运动在中国

内地推广，并随着全民健身意识

的增强，壁球场馆在全国各地增

长迅速，这项“一人运动也精彩”

的体育运动普及度越来越高。

“这里拥有8个球场，包括6
个国际高标壁球场和2个商务场，

同时馆内的教练由中国壁球协会

认证的金牌专业教练组成，从设

计、建造到教练配置，都是国际水平

的。”扎扎跳体育健身有限公司总经

理刘志堃介绍，“扎扎跳壁球馆”是

南海第一家壁球会馆，拥有举行国

际大型壁球赛事的资质，将提供从

儿童到成人、个人到企业，系统科

学的“壁球PLUS”课程体系。

这里不只有专业的团体授

课，还可以提供金牌一对一私教，

以及丰富有深度的壁球衍生产

品，如壁球赛事、壁球留学、壁球

夏令营等，让会员不仅能体验到

专业的壁球训练机制，更能享受

到壁球带来的乐趣。

进行壁球运动一小时可燃烧

掉700~1000卡的热量，绝对是

一种高燃脂的运动。同时，因为

壁球馆位于室内，具有全天候性，

非常适合当下快节奏的城市生

活。”壁球资深教练黄建峰说。

微改造让老城焕发新活力
由日久失修残旧危房，到今天

改造成现代商业氛围浓厚的创意

园区，“扎扎跳壁球馆”只是平洲微

改造项目“秀年时代”中的一个“缩

影”。从2018年至今，项目改造

方对秀年时代一期瑞丰街5号、二

期新仓街2号3号进行改造，陆续

完成瑞丰街消防验收建筑改造、柒

零一咖啡进驻，壁球馆建设等。

“继南海第一家国际级壁球会

开业后，我们将与全国第一大玩具

代理商凯知乐共同合作，计划今年

6月开设全国第一家大型玩具产

业体验馆——凯知乐体验馆，后续

还会与复星集团、牛奶国际、芒果

电视等国际级企业推动其他产业

项目的发展，为当地引进更优质、

更创新的项目。”扎扎跳体育健身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少华说。

文/图 珠江时报记者邹韵斯

通讯员肖欢欢

5月4日，江南名居社区

联合安和社工中心在画大师美

术馆举办“温情五月，感恩母

亲”的亚麻手提袋亲子创艺活

动，吸引了十组亲子家庭参加。

活动伊始，老师向亲子家

庭介绍“母亲节”的来源和演变

历程，加深大家对这个节日的

了解。“妈妈在我生病的时候悉

心照顾我，辛苦了！”“和妈妈一

起去公园玩耍最开心了”……

孩子们踊跃发言，回忆自己和

妈妈的温情时刻，表达自己对

妈妈的爱。

随后，在制作手提亚麻袋

环节，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

认真创作，绘制出一个个独一

无二的作品，还亲手写上母亲

节祝福语，表达对母亲的爱意

和感谢。“收到孩子的礼物好暖

心！”参加活动的陈女士兴奋地

说。

学生体验做家务 感恩妈妈的付出
桂城学子用别样方式向妈妈深情告白

南海首家壁球馆开放
拥有8个球场，包括6个国际高标壁球场和2个商务场

桂城多个社区开展母亲节主题系列活动

情暖母亲节 共建幸福家

有一个人，她愿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你，这个人
叫“母亲”。5月8日母亲节，桂城各学校发起号召，带动学
子一起感恩父母，感恩生活！“今天我来做妈妈”一日体验、做
家务、手工小礼物……学子们纷纷行动起来，向妈妈送上自
己的爱意。

桂江小学发起了“情系母亲节 感

恩在行动”体验活动，鼓励孩子们唱一首

歌、录一段录音、做一些家务、体验做一

整天的妈妈，将心底深处的情愫用实际

行动告白。

桂江小学四年级学子梁苑洋今天

早上7点就起床了，开启了“今天我来做

妈妈”一日体验。收衣服、擦桌子、做早

餐、洗碗、洗衣服、照顾妹妹……一天的

体验活动让梁苑洋感受到妈妈平日里

的辛苦。“漂亮的花很符合我妈妈的气

质，等我长大了要把更多好看的东西送

给妈妈。”梁苑洋送给妈妈一幅鲜花立体

画和一段自编自演的手势舞。

“在这特别的一天，我祝您永远健

康、永远美丽，永远幸福，我爱您！”桂江

小学一年级的何其妙将爱与祝福写进

了一封信里，还画了一幅画，画中有美丽

的装饰和妈妈最爱吃的蛋糕。给妈妈

的这份节日礼物，何其妙两天前就跟哥

哥商量着开始准备了。

当天早上，何其妙跟哥哥一起给家

里进行全面大清洁，给妈妈煎荷包蛋做

早餐。虽然何其妙是第一次下厨，却得

到了妈妈的点赞，直呼“是幸福的味

道”。

用实际行动向妈妈告白学会做家务争当好帮手

文/珠江时报记者刘杭 通讯员吴燕 陈晓霞简颖宜 受访学校供图

5月8日是母亲节，桂城多个社区开展了母亲节主题系列活动，如
亲子制作手提袋、线上直播致谢母亲、制作手工花朵送给妈妈……一系
列活动在丰富辖区居民精神生活和业余生活的同时，营造了感恩母亲、
关爱女性的良好社区氛围。

文/珠江时报记者梁棋清通讯员 王宁 邓玉屏李月秀何文沛陈嘉颖通讯员供图

“妈妈，这束花送给您，我爱

你！”5月8日，花苑社区党委在鹿

璟村开展“‘花’点心思来爱您”母

亲节活动，带动孩子向母亲表达感

恩之情。

本次活动，花苑社区党委以“创

熟”为抓手，联合鹿璟村街坊志愿互

助会、鹿璟村手艺坊志愿服务队、社

工、社区热心志愿者等多方力量组

成“献花小队”，在鹿璟村大门前摆

设摊位让孩子和家长一起动手制作

手工花，为亲子家庭送上感恩之礼。

此外，“鲜花驿站”还准备了手

持牌留影区，孩子们亲手制作礼物

送给母亲，还在留影区与母亲一起

摆出各种搞怪动作合影留念。

5月7日，“施之以爱，报之以

恩”中区社区母亲节活动顺利举

行。活动设置了“知识大考场”“妈

妈，我想对您说”“爱‘拼’才会赢”

三个体验摊位，让居民以不同方式

体验节日气氛。

在“妈妈，我想对你说”体验摊

位，居民会仔细挑选自己妈妈喜欢

的卡片风格，然后认真写下想要向

妈妈表达的爱和感谢，“写好了带

回家，等母亲节当天再送给妈妈，

给妈妈一个惊喜。”居民梁小姐说。

此外，活动还设置了爱心义剪

摊位，吸引了不少居民前来体验，

负责义剪的志愿者精心地为每一

位前来剪头发的居民修剪发型。

亲子同创艺 共庆母亲节江 南 名 居 社 区 叠 南 社 区

代替军哥哥
拥抱军妈妈

5月8日，叠南社区妇联在社

区三楼会议室开展“母亲节”主题

系列活动，20对亲子家庭参与。

活动邀请了2021年度南海区

“最美家庭”刘影华分享在社区参

与志愿服务的经历。她从自己如

何带领小朋友参与志愿活动，到小

朋友在参与志愿活动的成长和变

化进行分享。

活动特别邀请现役军人的妈

妈参加，孩子们为她们送上鲜花，

代远方的军哥哥们拥抱军妈妈，让

军妈妈们感受节日温暖。为了加

深亲子家庭对垃圾分类的认识和

了解，活动还设置了垃圾分类环保

袋涂鸦环节，亲子家庭认真地创

作，通过漂亮的色彩搭配和巧妙的

构思创意描绘出一个个漂亮的环

保袋。

5月6日，“掀起新歌传唱

热潮，祝福感恩母亲节”——经

典会馆：“新歌咏流传”俱乐部

线上直播活动在同成社区城东

党建阵地开展。活动围绕歌颂

祖国、赞扬母亲的主题，邀请社

区党员骨干、巾帼志愿者及社

区防疫先锋志愿者参与，共吸

引 400 人观看，获得点赞

2442次。

活动首先以一首《我和我的

祖国》表达对祖国母亲的崇高敬

意、爱意，同时也对一线防疫工

作人员表示衷心感谢和敬意。

巾帼志愿者、社区防疫先

锋志愿者红姐和清姐正是参与

到防疫工作的居民防疫队伍

——悦力先锋队的成员，她们

每天不辞辛苦地参与到小区的

防疫工作中，直播当天，她们分

享了参与防疫工作的事迹，还

分享了自己当母亲的感受。

活动还以一首《念亲恩》提

醒大家及时行孝，莫得“子欲养

而亲不待”的遗憾；以一首《真

的爱你》歌颂了母爱的伟大、对

母爱的感恩和对母亲的祝福。

线上开直播 向母亲致谢同 成 社 区

卡片写爱意 义剪暖人心中 区 社 区

制作手工花 献给好妈妈花 苑 社 区

■花苑社

区孩子和

家长一起

动手制作

手工花。

■江南名居社区，亲子一起绘制手提袋。

▲

灯湖五小“母亲

节”主题班会。

▲ 怡海五小学

子在家为妈妈

做饭。 ▲桂江小学何

其妙和哥哥一

起为妈妈送上

节日祝福。

■嘉宾体验打壁球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