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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朱明菲

通讯员/卢淑娴 摄影报道）11月

19日，九江镇巾帼力量支持南海

区城乡生活垃圾分类项目成果展

暨反家暴日宣传活动在九江镇红

棉公园举行。

推进垃圾分类行动
活动当天，在推动城市垃圾

分类服务中表现优秀的家庭和个

人获得了表彰。25位个人及家

庭荣获“最美督导员”“最美讲

师”“分类女能手”“绿色家庭

奖”等称号，希望通过她们的示

范效应，带动居民一同践行垃

圾分类，共建绿色家园。

今年7月，九江镇妇联引领

绿色家园建设服务项目启动，

通过“妇联组织+社会组织+巾

帼志愿者”的工作模式，以下

西、海寿、下东、烟南及江滨社

区金港湾进行试点，推进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五个多月以

来，试点社区通过建阵地、广动

员、重宣传、强激励，深化巾帼

力量支持南海区城乡生活垃圾

分类建设，带动广大家庭参与

生活垃圾分类行动，取得良好

成效，成功打造1个标准的垃圾

分类公共空间，培育5支种子讲

师团队、桶边督导员团队、巾帼

志愿者队伍，试点居民的知晓率

和参与率达八成以上。

“垃圾分类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任重而道远。”九江镇党委委

员、妇联主席谢泳娴呼吁广大群

众积极参与、大力支持垃圾分类

工作，共同创造美丽、宜居、绿色

的和谐家园。

加大反家庭暴力宣传
活动现场，“反家暴”宣传摊

位也吸引了不少居民的眼球。

11月25日是“国际反家暴

日”，为普及“家庭暴力”相关法律

知识，提升家庭成员的自我保护

意识，促进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

当日，维权站邀请综治、公安、司

法、教办等单位开展了一场“反家

暴”专题座谈会。

什么样的行为属于家庭暴

力？家暴受害人如何做伤情鉴

定？受暴后如何取证？家暴对孩

子的心理会产生什么样的不良影

响？学校如何发现并保护遭受家

暴的未成年人？围绕这一系列的

问题，各单位的专业人员结合真

实案例，为大家答疑解惑，并普及

相关法律条文。

下一步，九江镇妇联将加大

反家庭暴力的宣传力度，转变“家

丑不可外扬”的错误观念，呼吁大

家认识家庭暴力的危害性，引导

和帮助家庭暴力受害者们运用法

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共

建和谐社区。

珠江时报讯（记者/沈芝强通

讯员/林婉怡）11月16日，一名老

人突然从电动车后座摔倒在地，

满口鲜血。这时，经过的佛广公

汽樵江分公司江02线公交党员

车长郭建海见状，立即停车并飞

奔上前，将老人搀扶到附近的马

路边上，这暖心的一幕发生在九

江镇西圣路口红绿灯处。

当日，郭建海如往常一样，驾

驶公交车执行从烟桥古村公交站

到沙口社区卫生服务站公交站的

营运任务。车载视频显示，中午

11时58分11秒，郭建海驾驶至

西圣路口红绿灯处转出教育路口

时，前方一名老人家突然从电动

车后排座位上摔倒在地。“一名女

子驾驶一辆电动车，后座载着一

名老人，过红绿灯10米左右，老人

突然倒地了。”郭建海回忆道，他

马上将车停在老人身后，防止其

他车辆造成二次伤害。

中午11时58分20秒，郭建

海停好车后，立即下车与电动车

主、附近的热心街坊扶起老人，

同时郭建海注意到老人口中满

是鲜血，便递上纸巾，仔细询问

老人是否需要通知家人或打120

救助，老人连连表示不需要。

“老人有同行人陪伴且意识

清楚。”郭建海看到老人暂无大碍

后，便回到车上继续营运任务。

据了解，郭建海是一名共产党

员，一直以来积极发挥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曾先后荣获2016年、2017

年、2018年、2019年、2021年广州

公交集团二汽公司“优秀共产党

员”，2018年佛山市“最美公交驾驶

员”，2018年九江镇第四届“乐善九

江”助人为乐道德人物等称号。

西圣路口日前发生暖心一幕

老人意外摔倒 公交司机停车搀扶

九江镇通过“妇联组织+社会组织+巾帼志愿者”模式，

促进垃圾分类取得良好成效

发挥巾帼力量 助力垃圾分类

珠江时报讯（记者/马一右

通讯员/叶忠民 叶杏甜 摄影报

道）11月16日，中共九江镇委党

校党史馆举行展品收藏答谢仪

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退休党员教师、企业家等提供

珍贵红色展品的收藏人士受邀参

加仪式，并获颁收藏证书和荣誉

奖杯。

中共九江镇委党校党史馆

由九江镇委与卓艺学院合作共

建，于今年6月正式启用。同时，

南海区关工委传承红色基因教育

示范基地、区教育关工委传承红

色基因教育示范基地也在该党史

馆揭牌成立。党史馆共3层楼，

合计1000多平方米，内有九江龙

舟俱乐部、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退休党员教师、热心企业

家等单位或个人提供的逾万件红

色展品，包括陶瓷微塑作品《红

船》、毛主席18米长轴画册、九江

龙舟相关奖牌和服饰、航空航天

模型等。

现场，主办方向九江镇文化

发展中心主任、九江龙舟俱乐部

负责人朱文权，广东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刘国祥，南海区关

工委党史讲师团成员、大沥镇海

北中学退休党员黄国强，原兰昌

制罐企业人士陈洵华、曾妹华、陈

纯成等颁发收藏证书和荣誉奖

杯，向他们热心提供珍贵红色展

品表示感谢。

“截至目前，党史馆已接待参

观学习团超100个，总接待人数

超7000人次。”中共九江镇委党

校党史馆馆长兼卓艺集团执行董

事朱明珍表示，逾万件展品大大

充实了党史馆馆藏，成为理想信

念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直接、生

动、有说服力的教材。同时，党史

馆作为南海区关工委、区教育关

工委的传承红色基因教育示范基

地，教育引导着广大党员干部及

青少年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

崇德、学史力行，扎实推进党史学

习教育向纵深发展。

接下来，党史馆将借力卓艺

学院雄厚的师资力量，面向全省

提供党史学习教育、红色文化教

育、爱国主义教育、党政教育、职

业技能培训等教育培训服务，全

力推进佛山市乃至广东省广大党

员、干部、人民群众的党史学习教

育和培训事业，并以此为切入口，

深入开展党史宣讲“六进”活动，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

入基层、深入人心，切实做到学党

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中共九江镇委党校党史馆举行展品收藏答谢仪式

收藏逾万件展品 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珠江时报讯（记者/朱明菲

通讯员/曾少华 摄影报道）11月

19日，九江镇青少年心理健康

关爱行动开幕式暨志愿学院第

一课主题培训在九江镇吴家大

院举行。

“青少年正处于儿童期向青

年期过渡阶段，也是介于儿童和

成人的过渡阶段，是人生一个具

有重大意义的发展阶段。”开幕

式上，九江镇党委委员、团委书

记邵聪聪表示，此次青少年心理

健康关爱行动对于九江青少年

健康快乐成长意义重大。

九江镇从1997年起便开展

“托起明天的太阳”青少年结对

助学活动，致力于帮助临界低保

但未能进入低保线的小初中家

庭青少年完成九年义务教育。

24年来，项目累计资助1150人，

链接善款数量达108万元。如

今，这个项目得到延续和发展，

一方面继续关注及促进受助困

境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另一方

面，运用“全人发展观”打造困境

青少年发展生态网络，完善青少

年服务平台，打造具有九江文化

特色的青少年服务品牌。

目前，九江镇团委为加强镇

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人才队伍

建设，通过组建“九江镇青少年

心理服务志愿学院”，对村（居）

团干、社会工作者、镇属初中志

愿服务队、各志愿V站队伍成

员、社区自组织骨干开展青少年

心理健康志愿服务能力提升培

育课程。

当日，志愿学院第一课主题

培训同步开展。培训课邀请国

家三级心理咨询师、初级明星讲

师王玉佳分享国内青少年心理

健康的现状，解读《未成年保护

法》以及介绍各地青少年保护行

动的探索经验，并通过“主题工

作坊”探讨如何与青少年建立沟

通关系。

接下来，九江将通过开展一

系列青少年心理健康关爱行动，

提高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意识，促

进青少年身心和谐可持续发展，

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幸福生

活奠定坚实的基础。

九江镇开展一系列青少年心理健康关爱行动

为困境青少年
撑起“爱的蓝天”

珠江时报讯（记者/区辉成

通讯员/曾媛 梁平 摄影报道）

11月19日上午，南海区九江中

学举行2022届高考200天誓师

暨一轮复习冲刺大会。随着高

三学子发出铮铮誓言，高考200

天倒计时牌揭幕，象征着新征

程正式开启。

活动当天，全体高三同学

在九江中学广场摆出整齐方

阵，同学们个个斗志昂扬，意气

风发。“展望未来，在这最后200

天的备考中，只要再使把劲，再

用点力，走出去，想要的生活答

案都会有。”高三（13）班廖彩妍

同学作为学生代表发言。她激

情澎湃地说：“让我们行动起

来，肯定自己，相信老师，相信

学校。来年六月金榜题名，我

们必定夺得桂冠！”

高三（16）班班主任吴琦老

师为同学们鼓气加油，“在这最

后两百天，学校领导和我们高

三全体教师众志成城、奋力耕

耘、竭尽全力，‘甘将心血化时

雨，润出桃花一片红’。同学

们，加油！我们一起再战200

天，让飞翔的梦在明年六月张

开翅膀；再战200天，让雄心与

智慧在明年六月闪闪发光；再

战200天，让我们每个人的理

想之花在明年六月绚丽绽放。”

九江中学副校长王娟向全

体高三同学提出三点希望和要

求，一是要目标坚定，持续拼

搏。成长比成功更重要，进取

比进位更重要。二是要主动学

习，追求成功。要牢固树立“靠

自己”的信念，主动学习，力争

达到自己的最高标准。三是要

珍惜时间，扎实前行，在关键的

一轮冲刺阶段，需要有足够的

毅力和理性支撑。

随后，高考200天倒计时

牌揭幕，象征着新征程正式开

启。在班级口号展示环节，同

学们用洪亮有力的声音，各自

喊出青春宣言，将大会带入高

潮。“排除一切干扰，挑战一切

困难。珍惜 200天，拼搏 200

天。200天不畏艰难，只为蟾宫

折桂，200天不懈奋斗，只为梦

想实现……”全体九江中学高

三学子的庄严宣誓，令人振奋。

九江中学举行高考200天誓师暨一轮复习冲刺大会

高三学子
吹响高考号角

■培训现场，讲师王玉佳解读最新修订版《未成年人保护法》。

■九江中学全体高三师生参加宣誓仪式。

■南海区关工委党史讲师团成员黄国强向大家展示其收藏的珍贵航空邮票。

■垃圾分类宣传摊位吸引不少居民参与活动。

■活动向热心提供展品的收藏人士颁发收藏证书及荣誉奖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