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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钟泽诗

通讯员/林嘉美 李伟清 摄影报

道）4月27日，南海在全区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集中推进活

动，区四套班子成员、区直单位

正科职领导班子成员分别深入

挂钩联系村（社区），听民意，办

实事。其中在西樵镇，区领导班

子成员、镇驻村工作小组来到西

樵镇第六小学实地考察，收集学

校亟待解决的问题，将问题解决

提上工作日程。

去年9月，原西樵镇太平小

学新田校区更名为西樵镇第六

小学，开始独立办学，办学规模

逐步扩大。西樵镇第六小学校

长李国佳介绍，该校现有学生超

过600人，生源主要来自新田村

和海舟村。随着积分入学的学

生数量增多，该校未来计划扩大

学生规模至1000人。

在办学规模扩大的同时，接

送学生的家长也越来越多。今年

2月，新田村首座人行天桥落成投

用，天桥的一端就设在西樵镇第

六小学门前，消除该校师生、家长

此前横跨马路的安全隐患。同

时，人行天桥旁还设置了一片学

生接送区域，供家长临时停车。

但由于学校的后勤力量有限，让

学生到校外清扫也不现实，所以

李国佳希望有关部门将这片接

送区域的保洁工作列入市政管

理，以保持这片区域的整洁。

新田村党委书记李卫升

也十分关注该校的发展，通过

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有不

少学生是在学校附近的4个公

交站乘车上下学的，其中部分

公交站没有遮阳棚，学生只能在

烈日下或暴雨天撑伞候车。李

卫升现场反映了这个问题，提出

需改善学校附近公交站的候车

设施和校门前的道路绿化问题。

在听了李国佳和李卫升反

映的问题后，在场的区领导班子

成员表示，学校关系到学生和家

长，涉及多个家庭的切身利益，

所以一定会将新田村及西樵镇

第六小学提出的这些问题记下

来，并且提上工作日程，尽快解

决好，并做好后续跟踪。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西樵镇

第六小学附近的绿化形象、公交

站设施及学生接送区域将得到

大幅度的提升，为学校的进一步

发展助力，惠及更多群众。

西樵征集庆祝
建党百年主题作品

珠江时报讯（记者/钟泽诗 通

讯员/关蕴琪）用书画、镜头记录时

代和情怀！由西樵镇党建办、镇

宣传文体旅游办、镇文化发展中

心联合举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美术、书法、摄影作品

征集活动已启动，征集截至 5月

25日。

本次活动旨在鼓励西樵镇美

术、书法、摄影爱好者及市民用书

画、镜头记录时代变迁和人民生活

的变化，牢记党的百年历史，助推西

樵乡村振兴和文化发展繁荣。

参与作品要以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为主题，结合新时

代西樵幸福生活、生态文明、精神文

明、文化旅游等优秀事迹及相关本

土诗词作品为内容，紧扣主题，展现

党心党性，传递正能量。征稿时间

从即日起至5月25日，作品类别包

括美术、书法和摄影类。

西樵镇计划于7月在樵山文化

中心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

通过本次征稿活动入围的作品在

获得证书、奖金或奖品奖励之余，

还将在樵山文化中心的展览上亮

相。部分优秀作品还将在《西樵文

艺》上刊登。

投稿指南

●征稿时间
即日起至5月25日（邮寄的以

寄出邮戳时间为准），逾期不受理

评选。

●征稿要求
1、美术类：包括中国画、油

画、版画、水彩/水粉画、漆画、综合

材料（平面）等门类，不征集设计作

品，创作作品形式不限。所有国画

作品请勿装裱，油画、水彩画、版画

等作品需自制画框，所有投稿作品

必须为竖幅。作品尺寸最大不超

过138cm×68cm（四尺整）。

2、书法类：书体不限，可楷书、

行书、草书、隶书、篆书、篆刻等（草

书、篆书、篆刻须附释文）；创作风

格不限，鼓励有创新意识又能把握

书法本体的作品。作品尺寸最大

不超过138cm×68cm（四尺整），斗

方、扇面（团扇）、对联、条幅均可，要

求竖幅，所有作品请勿装裱。

3、摄影类：作品风格体裁不

限，彩色、黑白胶片和数字作品均

可参赛，胶片须扫描为数字图片文

件，单幅、组照不限，组照每组限投

4至6幅，欢迎新旧作品投稿。作

品像素要求清晰电子文件2M以

上。每幅作品建议附文字说明，作

品投稿前请先将照片名改为作

者+作品名+手机号码，组照作品

请按顺序命名好。

●投稿方式
1、美术作品、书法作品以实物

形式投送至西樵镇展览馆，联系

人 ：李 小 姐 ，联 系 电 话 ：

13925919431。

2、摄影作品以电子文稿形式

提 交 ，投 稿 邮 箱 ：xqwhz@163.

com，联系人：黄小姐，联系电话：

86843264。

南海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集中推进活动

实地走访听民意 解决西樵六小现实难题

西樵全面铺开党史学习教育

主题活动形式多 党史学习掀热潮

■党员干部现场收集西樵镇第六小学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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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樵召开全镇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以来，党史学习教育全面铺开，各党组织已全部召开动员

大会，各村居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亲子共读学党史、企业活动强党建、党员故事激励前

行……形式丰富的主题活动，让党史学习教育走进社区、走进企业，更走进人心。

为营造党史学习全民参

与的良好氛围，引导青少年

儿童“学党史，强信念，跟党

走”，4月10日至4月23日，

西樵镇各党组织开展了形式

丰富的亲子党史学习教育，

掀起亲子共读党史的热潮。

在上金瓯社区，20组亲

子家庭观看了影片《家乡的

区大姐》，了解革命先驱区梦

觉的生平，并参与党史亲子

共读分享；岭西社区举行了

爱国主题亲子共读活动，组

织亲子家庭前往村史馆体验

“真人图书馆”，学习村史党

史，体验爱国主题摊位，让青

少年在玩中读、读中学、学中

悟；在樵园社区，亲子家庭共

同诵读党史，琅琅的读书声

饱含了爱国爱党的深情；樵

乐社区举行了“乐绘童年，阅

享快乐”亲子共读支持计划，

组织30组亲子家庭诵读党

史，合唱歌曲《我和我的祖

国》；民乐社区举行“党史学

习，亲子共读伴成长”阅读分

享会，让低年级的孩子口述

印象最深刻的党员事迹，让

高年级的孩子撰写爱国电影

观后感……

这些亲子共读活动，扩

大了各村居的党史学习教

育覆盖面，使党史学习教育

不仅仅局限于党组织、党

员，还发散到普通群众、年

轻一代中。

亲子共读 掀起村居学习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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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 推动企业迈向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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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西樵镇樵泰社

区举行“重温红色记忆，筑牢思

想根基”主题党日活动。在场

的党员和群众观看樵泰社区

退伍军人秦候芳和百岁长者

雷珠的视频，从她们的故事分

享中汲取力量，展开一次别开

生面的党史学习教育。

1970年，出身于军人家

庭的秦候芳在家人的支持下

步入军营，成为一名野战医院

护士。直到1985年底转业，

她在部队度过了15个年头，并

拥有了一份独一无二的记

忆。有一次到塌陷事故现场

支援，她用双手刨开泥土，将受

伤的工人拉了出来；还有一次，

一位就医的小孩需要紧急输

血，她立即去验血，血型匹配之

后就毫不犹豫地献血……现

场的党员、群众从这一个个鲜

活的故事中看到了一个敢于

担当的军人形象。

对秦候芳来说，拥有48

年党龄的她最难忘的是第一

次向国旗、党旗行军礼的瞬

间，“现在想起来心情还是激

动，也很自豪！我也时刻提醒

自己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今年已经70岁的她还时常奔

波在社区志愿服务一线，最近

她还跟着社区工作人员一起

到医院服务接种新冠疫苗的

群众。

另一个视频的主角则是

已经103岁的长者雷珠。经历

过抗日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及改革开放等历史时

期，雷珠已然一部“活史记”。

“我们经历过苦日子，才知道现

在的生活有多么来之不易，才

知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多

重要，是中国共产党让我们过

上了好日子！”雷珠感慨道，如

今看到年轻一代朝气蓬勃，她

也是满心欢喜，“党的事业、社

会的发展后继有人了！”

樵泰社区党员李爱玉深

受现场气氛感染，她说，党史学

习是永不停歇的，学以致用、牢

记初心和使命也同样重要，“学

习了之后我还要积极去服务

社会、服务社区，发挥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

重温革命故事 激发接续前行的动力

文/珠江时报记者钟泽诗通讯员西樵镇党建工作办西樵镇宣传文体旅游办

■樵园社区举行亲子共读党史活动。 通讯员供图

扫码看西樵

要干哪些民

生实事

近日，广东新润成陶瓷有

限公司召开“我为职工办实事”

实践活动动员大会，拉开2021

年党建引领全覆盖党工小组活

动的序幕。

“党建引领带动了全员

的积极性，让全体员工心往

一处想、力往一处使。”新润成

陶瓷有限公司董事长关润淡

表示，2021年，公司将继续紧

跟党的步伐，乘着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的契机，推行

“红色引领、红色阵地、红色联

动、红色服务”，促使全体职工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

德、学史力行，让党史学习教育

渗透到企业的方方面面。

如今走进新润成，沿着企

业文化长廊走到尽头便是员工

的菜园子，各色蔬菜长势喜

人。不远处，还有企业开辟的

小花园，同样由员工种植了鲜

花。厂区里也是生活气息满

满，充满人情味。

新润成党支部书记辛肖

桃介绍，在过去的一年，该党支

部创新党建工作模式，推进党

工小组建设，打造“一核三联

动”模式，形成了“党建引领、工

会负责、组织（党工小组）运作、

专业（社工）支持”的职工服务

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