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
子
家
庭
制
作
冰
皮
月
饼

策划 2021年9月24日 星期五
责编 王崇人 美编 江静雯
美编助理 霍笑芬

B02

“我的微心愿是轮船积

木，今天能拿到好开心！”9月

17日，狮山镇园区产业服务

中心北园党总支（以下简称

“北园党总支”）及下属企业

党支部，在明阳小学开展微

心愿助学活动，为70名新市

民子女送上礼物。实现愿望

的明阳小学六年级男生阿祥

格外兴奋。

当日实现微心愿拿到

“大礼包”的，还包括二年级

女生阿彤和三年级男生阿

睿。阿彤喜欢音乐，喜欢唱

歌，想用电子琴把自己喜欢

的歌全部弹出来；阿睿是个

胖胖的男生，看到高年级学

生骑自行车帅帅的样子，就

梦想有一天骑上自己的自行

车。

70名学生的“微心愿”礼

单除电子琴、自行车外，还包

括运动鞋、漂亮的裙子、芭比

娃娃、全套绘图工具、书法套

装、荧光笔、发圈等，心愿礼

品虽微小，但都是孩子心心

念的礼物。孩子们拿到节日

礼物后，显得很开心。

本次“微心愿”爱心助学

活动以“关爱外来工、微心愿

圆梦助力”为主题，通过精准

对接、发挥北园党组织力量，

整合爱心资源，以实际行动

为学生们的学习成长提供帮

助。

塘中社区部分居民，也

收到了节日的礼物。9月18

日，塘中社区开展“月满中

秋，有爱塘中”探访活动，为

社区内孤寡老人、困难群众

送上月饼、礼品及节日祝

福。此次活动一共探访了15

户社区困难长者，为长者们

送上茹香菜馆捐赠的15份

月饼，带去了满满的中秋祝

福以及情感支持。

每逢农历八月十四，

上柏社区必定会有一场

照亮整个夜空的贺中秋

民俗活动——烧番塔。而

9 月 20 日，烧番塔活动也

在罗村上柏番塔广场如

期举行。

“烧番塔”正式开始，只

见村民往“番塔”两边洞口填

入早已备好的干草并点燃，

浓烟顺着番塔的空隙从塔身

冒出。在不断地搅动下，火

苗也愈发明亮，火星从空隙

向四周迸射而出，“番塔”渐

渐被烧得通红。

此时的塔身犹如火炬

般，在夜色的映衬下显得

格外壮观。火焰冲出塔

口，烈焰腾升，散落在夜空

中的星星之火瞬间点燃了

现场气氛。

上柏社区“烧番塔”活

动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

如今已逐渐演变成该社区

一项民俗品牌活动，全村男

女老少团聚在一起烧番塔

贺中秋，祈求风调雨顺、财

丁兴旺。

9月18日晚，罗湖社区长信银湾、龙光

君悦龙庭、尚观嘉园、翠湖绿洲、风度花园、

风度广场等6大小区，开展“邻里节”系列活

动之中秋亲子游园活动，丰富罗湖社区居民

的文娱生活，促进新市民融合，提高新市民

幸福感与归属感。

当晚，各个小区内充满了欢声笑语。“灯

谜猜猜猜”“快到圈里来”“记忆大挑战”“巧

手夹兵兵”“急救宣传”等丰富多彩的互动游

戏吸引不少居民参与，大家在多个摊位玩得

不亦乐乎。现场还举行第二、第三季度的长

者生日会礼品派赠活动，将社区温馨关怀送

给60周岁以上长者。

罗湖社区党委委员、小区分管主任吕红

磊表示，活动联动了爱心企业、邻里中心等，

共同为和睦友邻、欢度中秋献出自己的心意

与力量，希望借此中秋文娱活动，让居民尤

其是新市民们共聚、共乐、共融，共享佳节。

除了亲子家庭，长者也可参与丰富的游

园活动。近日，联星社区将“健康”元素融合

进中秋游园会上，超过120名长者在游园摊

位体验乐趣。

在“一气呵成”摊位处，不少长者需要吹

气将乒乓球从注满水的第一个杯子吹向最

后一个杯子，才算游戏通过。

中秋佳节，谭边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内热闹不已，原来

是党员亲子家庭在参与党员

家庭同乐日活动。在有奖趣

味知识活动中，党员亲子家庭

通过参与脑筋急转弯、妇女维

权知识等赢取礼品，随后还一

起动手制作冰皮月饼。

“制作冰皮月饼，最讲究

手的灵活与巧劲，不能用蛮

力。”在现场老师的指导下，

亲子们很快掌握了月饼的制

作，更有不少孩子根据自己

的喜好，制作出不同形状和

口味的月饼。

“我们将月饼送进社区

的老党员、困难家庭中。”本

次活动有关负责人介绍，他

们每年中秋节都会组织党员

去探访慰问老党员和困难家

庭，今年选择的是做作冰皮

月饼，这种月饼既健康又容

易消化，适合老人食用。

“太公分猪肉谜底是什

么？”“卖鲩鱼尾谜底大家知

道吗？”狮山镇沙头社区以猜

灯谜的形式庆祝中秋佳节。

猜灯谜可赢小礼品，谜面以

粤语俗语文化知识灯谜为

主，居民朋友们纷纷驻足参

与，摩拳擦掌，你一言我一

语，思考讨论谜底。

只见没有猜出来的还在

那绞尽脑汁，猜对灯谜的居

民则笑容满面地去兑奖，现

场气氛十分热烈。

“非常喜欢社区搞的活

动，中秋猜灯谜活动让我们感

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希望

社区多搞些文体活动，我们居

民都很喜欢。”社区居民潘婉

清表示。

9月17日，莲子塘村50

位老人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

物——爱心枕。原来该村社

区幸福院联合佛山市夜管家

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一起入

户探访孤寡、独居长者，并根

据之前收集的愿望，为他们

送上枕头。

“这个枕头真好，又软又

舒服。”收到枕头的莲子塘村

村民杨阿姨满心欢喜。

今年中秋正值疫情期

间，家属无法入院探视陪伴，

老年患者容易产生孤独的心

理情绪。为此，南海经济开

发区人民医院（下称“经开人

医”）开展“情满中秋 温暖医

路”关怀长者活动，共为三个

院区60名老年住院患者送

去中秋温暖。

当天下午，社工、医护人

员及志愿者带着节日的关怀

及问候走进病房，向患者致

以诚挚的祝福，并与患者高

声齐唱歌曲《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嘹亮的歌声在

病房回荡。他们还陪伴在老

年患者床边，询问患者的身

体情况、倾听患者的心声，与

患者一同制作中秋灯笼、猜

灯谜，并为患者送上急救包、

保温杯、随身小风扇及无糖

燕麦片等适合老年人的中秋

礼物。

“我没想在医院还能这么

开心地过中秋节，感谢医院关

心、陪伴我们老人家，真的太

谢谢你们了。”王姨在该院住

了近20天，她开心地拉着医

务社工的手说。患者黄婆婆

也竖起了大拇指，并祝愿大家

都身体健康。

游园会、烧番塔、猜灯谜、献爱心…
…

中秋是中华传统佳节，承载着

中华民族对丰收的冀望，对团圆的渴盼，

对美满的情思。

在刚刚过去的中秋佳节，狮山各村（社区）通

过多样活动丰富节日内涵，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

游园会、烧番塔、猜灯谜、做月饼……一个个节目

好玩又有趣，盘点中秋佳节的各种活动，可以看到狮山市

民的幸福生活，感受狮山这片热土的蓬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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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中秋节当天，在

南海影视城检票口前，两位

“嫦娥仙子”美目巧笑，一人手

持桃枝，一人手提灯笼，微笑

着与游客打招呼、互动，并邀

请游客合影。

走过桃花坞，在前往旧港

澳街的碧湖边，一排烧烤架子

上正升起袅袅木炭烟气。走进

一看，香肠、牛肉串、玉米、韭

菜、小馒头等整齐码于架上，正

滋滋冒着香气。如此丰富多

样、荤素搭配的诱人食材，让人

垂涎不已。

“我也是第一次在影视城

体验烧烤，在和煦的秋阳下，

面朝碧湖，吹着微风，与三五

知己一起烧烤闲聊，别提有多

惬意舒心。”来自南海狮山的

申先生是南海影视城的“铁杆

粉丝”，连续多年坚持办年卡，

平时闲暇之余经常来影视城

散步游玩。他介绍，这次烧烤

就是影视城面向年卡会员推

出的一项免费活动，烧烤工具

和食材都是南海影视城提供，

他只要提前邀请朋友就行，

“平时大家忙于工作很少有相

聚的机会，这样的活动正好提

供了相聚的良机，希望影视城

多多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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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别样中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