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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杨世聪

通讯员/狮宣）“搞好村里环境，受

益的是村民。”狮山镇沙坑社区居

民吕婆婆说。2月7日起，狮山镇

沙坑社区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整

治，大家合力扮靓家园，让村容村

貌大大提升。

2月22日10时，狮山镇乡村

振兴办相关负责人与挂钩村干

部、党员志愿者及沙坑社区“两

委”干部等，来到沙坑社区云吴经

济社后林处清“黑点”。现场可见

杂物随意堆积，一片狼藉。“这里

的杂物要归整，垃圾要彻底清理，

下午机械必须进场。”整治工程负

责人现场发出施工通知。大家对

这次人居环境整治充满期待，对

于重点整治“黑点”也是拍手称

快。

人居环境整治离不开群众

的支持参与。一行人随后来到沙

坑社区云郭经济社，60多岁的吕

婆婆正在搅拌水泥沙。“我想把院

子修补一下，自己的事情能做多

少是多少。”吕婆婆说，家里的年

轻人都去上班，下班后也会来帮

忙。

前些天，有党员干部和志愿

者入户走访，鼓励大家把房前屋

后收拾干净。走出巷口，正在用

小推车清理垃圾的何伯也说，要

为人居环境整治出一份力。

今年初，沙坑社区被确定为

佛山市第一季度人居环境检查

“明检”村后，狮山镇人大主席刘

伟民、副镇长谢凤连指导沙坑社

区以此为契机，对照“明检”标准，

努力把人居环境整治推上新台

阶。

为此，沙坑社区动员全体村

民主动清理房前屋后乱堆放，配

合社区拆除乱搭乱建、违章建筑；

按规范堆放建筑材料并做好围

蔽；做好四小园建设并强化管

养。沙坑社区还划拨专项资金，

对符合整治规范的村民予以奖

励。“搞好卫生有个好环境，还有

奖励，何乐而不为，大家都干劲十

足！”不少村民称赞此举。

与此同时，去年在人居环境

整治中表现优秀的上柏社区，也

派出8个经济社的党支部书记、

村长，分别结对支援沙坑社区8

个经济社。“八村结对要不断发挥

堡垒作用，充实提升沙坑人居环

境整治的整体战斗力。”狮山镇乡

村镇兴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从上柏到沙坑支援的干部

黄汝球说，沙坑的村民士气高涨，

一些公共区域环境的整治见效

快，但还有一些违建拆除相对困

难，仍需多方共同努力。

“现在每天约有300人加入

行动，争取打赢这场人居环境整治

攻坚战！”沙坑社区负责人居环境

整治的“两委”干部周铸光说，从镇

到村，从党员干部到群众，大家都

在齐心协力，决心打赢这一仗。

珠江时报讯（记者/马一右

通讯员/李汝波）连日来，南海公

安分局小塘派出所紧扣“我为群

众办实事”和“醒狮·暖春”党员

志愿服务月系列活动要求，组织

该所9支党员志愿者服务队深

入村（社区）、校园、厂企等场所，

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反诈宣传

活动。

无人机反诈宣传效果好
为吸引群众对反诈宣传的

注意力，小塘派出所无人机小组

在居民小区和人流较多的公园

等地，通过无人机广播开展反诈

宣传，许多市民在了解警用无人

机巡逻的同时，接收到大量的反

诈常识，宣传效果明显。

同时，小塘派出所还对40

多辆警用执勤车安装统一的反

诈标识，加装统一的广播系统，

播放统一的反诈音频。

“民警真给力！刚有居民反

馈称，他收到一条ETC被禁用

需要解锁的信息，幸好听到民警

的反诈宣传，要不就上当受骗

了。”狮山镇龙塘社区工作人员

高桂英说。

开展“开学反诈第一课”
2月16日，小塘派出所“四

校长”开展进校园法制宣教活

动，35所中小学和幼儿园上了

“开学反诈第一课”。

在课堂中，民警结合禁毒反

诈视频，生动形象地向学生们讲

解了各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

动的新变化、新特点，同时鼓励

学生发挥反诈小志愿者的作用，

向周边同学、家人、亲朋好友传

授所学的识骗、防骗技巧。

此外，狮山中心小学等学校

还通过家长群向家长传播反诈

知识，进一步深化小手拉大手的

互动教育效果。

“独家订制式”精准反诈
春节过后，为助力企业复工

复产，狮山开设了固定核酸检测

点，并提供上门核酸检测服务。

以此为契机，小塘派出所9支党

员志愿服务队深入核酸检测点

及企业，开展“独家订制式”精准

反诈禁毒宣传活动，护航企业顺

利复工复产。

2月17日，小塘派出所银

岗社区民警中队社区民警走进

佛山市朝野科技有限公司等厂

企，宣传禁毒反诈知识。“警官

通报近期发生在身边的案例，

及时给员工警醒，非常感谢这

次‘独家订制式’的宣传活动。”

佛山市朝野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人说。

珠江时报讯（记者/马一右

通讯员/徐颜 摄影报道）2月22

日，狮山镇狮北村委会、狮北村

社区幸福院联合狮山镇青年志

愿者服务总队善曦长者服务分

队(以下简称“善曦长者服务

队”)，自带食材走入狮北村孤寡

老人家中，为他们烹饪“爱心一

餐饭”，传递关爱和温暖。

“郭伯，我们又来看你啦，

看我们这次给你带了什么？”

“最近天气冷，你身体有没有哪

里不舒服？”2月 22日 9时 30

分，多名社工和志愿者来到狮

北村郭伯家中，一边与郭伯拉

起家常，一边分工合作准备“打

边炉”。

85岁的郭伯是低保户，常

年一个人居住。前不久，狮北

村链接社会资源为郭伯装上了

电热水器。

鸡肉、猪骨头、西洋菜……

“打边炉”的食材都是一些比较

适合长者吃的家常菜。只见志

愿者熟练地在厨房洗菜、切菜。

“‘爱心一餐饭’是我们善

曦长者服务队的特色品牌活

动。”善曦长者服务队组长卢燕

芳介绍，最初是为庆祝长者生

日而开展的，后来逐渐将服务

扩大至对孤寡老人的关爱行

动。

“举杯！”志愿者招呼郭伯

和村中另外2位孤寡老人落座，

倒上饮品，品尝一顿丰盛的午

餐。

狮北村老龄人口较多，其

中就包括一些孤寡、困难老

人。为让这些老人更好地安享

晚年，狮北村除了依托社区幸

福院恒常开展文体活动，接下

来还将继续链接更多社会资源

关怀长者，改善他们的生活条

件，提高其晚年生活质量。

南海公安分局小塘派出所开展禁毒反诈宣传活动

党员民警“亮身份”
护航开学复工

狮北村链接社会资源关爱村中长者

现煮“一餐饭”
暖胃又暖心

狮山镇沙坑社区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

党群合力扮靓家园

日前，受寒潮影

响，狮山开启“速冻”

模式。在寒风冷雨

中，有这样一群人，他

们不惧严寒，多形式

开展关爱行动，为群

众送上温暖。

寒潮中，那些温暖瞬间
狮山各地组织关爱行动，保障特殊群体温暖度寒潮

■狮北村为孤寡老人现煮“爱心一餐饭”。

■禁毒反诈宣传走进企业。 （通讯员供图）

自从2月18日起，塘中社

区党委、社工开展“寒潮暖心专

线”，除了为环卫工人送御寒物

品外，还对社区困难群众、高龄

独居长者进行电访，提醒他们

防寒保暖，在家注意用煤用电

安全，切实做好困难群众、特殊

行业人员的防寒保暖工作。

此外，“寒潮暖心专线”人

员还进行上门走访。2月21

日上午，塘中社区党建社工、

塘中社区幸福院社工一行人

就冒雨来到其中一位长者家

中，了解近期的生活情况，叮

嘱其要注意防寒保暖，注意安

全用电用火用气。同时送上

了由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

限公司赞助的慰问物资及御

寒用品，并告诉他们遇到困难

或者需要帮助可以向社区联

系。

2月19日，在罗湖社区党

委的带领下，一众党员志愿者

开展“幸福开春——红色专线

电访活动”，通过电话联系形

式，线上为50位特殊长者送上

关心和慰问，包括4位孤寡长

者、1位失独长者、1位失能长

者、20位残疾长者、24位高龄

独居长者，并收集了长者提出

的需求，接下来社区将进一步

了解长者情况并持续跟进。

据悉，罗湖社区在 2021

年底成立一支由党员组成的

电访专队，经培训后上岗至今

有3个月。他们每月定期对社

区特殊长者进行跟踪慰问，风

雨不改，为社区长者送温暖，

推动社区“创熟”建设，为建立

老年友好型社区贡献力量。

帮助流浪人员御寒
自 2月 19日晚起，“菠萝救

援”派出两支队伍寻找流浪人

员。到20日清早，已在狮西等处

找到两名流浪人员。一名流浪人

员称在找工作，暂时住在桥底，菠

萝队员提醒其注意保暖，并劝其

离开桥底。

菠萝救援服务中心理事长王

治勇介绍，对于滞留桥底等处的

流浪人员，会送到政府救助站或

在菠萝救援服务中心暂住。若

流浪人员实在不肯离开原地的，

将为其送去衣物，帮助流浪人员

御寒。

此外，自20日6时起，菠萝救

援队开出流动餐车，为环卫工人、

坚守在核酸检测点的医护人员及

志愿者、交警等路面执勤人员送

姜茶。

王治勇称，今后“菠萝救援”

的服务项目将与时俱进，市民若

需要其他社会服务，都可以联系

“菠萝救援”。

为环卫工人送上“暖宝贴”
“贴上‘暖宝贴’，确实暖

了许多！”2月 22日，天气寒

冷，狮山镇塘中社区的一线环

卫工人贴上“暖宝贴”后，身体

顿觉暖和。

2月18日至22日，全省持

续降温并伴有中小雨，气温最

低降至5℃。狮山环卫工人不

畏严寒坚守岗位，维护城市的

干净整洁。2月21日下午，塘

中社区党员志愿者、塘中社区

幸福院志愿者在社工的带领

下，为环卫工人送上爱心物品

及御寒用品。

现场，志愿者撕开包装，

隔着衣服贴在环卫工人身上，

示范正确的使用方法。在体

验了身体瞬间被温暖的感觉

后，环卫工人们纷纷表示感

谢。

“‘暖宝贴’真是雪中送

炭！社区的服务真周到，志愿

者也让我们暖心。”环卫工人

珍姐说。

开展“寒潮暖心专线”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彭燕燕李福云金晓青

通讯员林玉莲张嘉怡何腾远

■村民自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 （通讯员供图）

■志愿者为环卫工人送上“暖宝贴”。

■社工走访长者，了解其近期生活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