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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4 多彩社区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肖

玲 通讯员/黄颖敏）“一起探

索守护美丽西樵！”6月12日

上午，西樵镇举办世界环境

日系列活动之“共建清洁美

丽西樵”亲子志愿服务体验

日活动，30多对亲子家庭通

过游戏体验和知识学习，用

实际行动保护环境。

本次活动由西樵镇团委、

西樵镇生态环境监管所、西

樵义工联联合主办。“湖边有

哪些水生植物？”“濒危动物

有哪些？”“香蕉皮是什么垃

圾？”……本次活动围绕“环

境保护”主题，结合“小组任

务打卡+巡逻志愿服务”的形

式，设置了“水生植物找一

找”“河涌保护试一试”“环保

能量储一储”“垃圾分类比一

比”等任务让亲子家庭打卡

完成。其中，在“环保能量储

一储”环节，亲子家庭通过邀

请其他市民在便利贴写上日

常生活中的一些环保举措，

并张贴到“环保能量树”上展

示，向更多人传递绿色生活

理念、倡议共建清洁美丽西

樵。

活动过程中，亲子家庭在

完成指定任务之余，结合“垃

圾清道夫”环节，带上垃圾袋、

钳子，看到垃圾就捡起来。“孩

子们在游戏任务中能够学到

一些环保知识，了解到更多日

常生活中力所能及的环保小

举措。”不少参加活动的家长

表示。

“这次活动相当于是我

们平常开展听音湖巡逻志愿

服务的升级版，沿途增设了

打卡任务，寓教于乐。”协助

活动开展的蒲公英文明志愿

服务队志愿者区淑仪表示，

该队伍围绕环境保护、文明

劝导、安全宣传等内容，自3

月起不定期在听音湖、樵园

公园开展巡逻志愿服务，“希

望用更多有意思的形式向市

民传递生态文明理念。”

佛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

育局南海综合执法支队对南

海区某娱乐公司进行检查时

发现，该场所为正在营业的

歌舞娱乐场所，且接纳了未

成年人，违反《娱乐场所管理

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执

法支队对该场所依法立案查

处并作出没收违法所得二百

余元及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

的行政处罚决定。

中共佛山市南海区委宣

传部、佛山市南海区文化广

电旅游体育局、佛山市文化

广电旅游体育局南海综合

执法支队提醒各娱乐场所

经营者，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

十八条的规定，学校、幼儿

园周边不得设置营业性娱

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

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

成年人活动的场所。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

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

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

场所的经营者，不得允许未

成年人进入；游艺娱乐场所

设置的电子游戏设备，除国

家法定节假日外，不得向未

成年人提供。经营者应当在

显著位置设置未成年人禁

入、限入标志;对难以判明是

否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

其出示身份证件。同时，根

据《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二

十三条的规定，歌舞娱乐场

所不得接纳未成年人。除国

家法定节假日外，游艺娱乐

场所设置的电子游戏机不得

向未成年人提供。 在此倡

议各娱乐场所经营者，牢固

树立未成年人保护理念，保

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保障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为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文

化环境。

相关链接：
6 月 18 日-6 月 19 日，佛

山市南海区文化广电旅游

体育局、南海区普法办联合

举办文化市场主题微信学

法大赛，参与游戏答题有机

会获得微信红包等丰厚奖

品，详情可关注“南海普法”

微信公众号。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 原诗杰

珠江时报讯（记者/何泳谊

通讯员/黎惠敏 摄影报道）6月

15 日，“安全同行 活力南海”

2022年南海区职工安全生产大

比武西樵镇应急救援消防技能

比武初赛在听音湖拉开帷幕。

来自企业、机关后勤事业单位工

会、城市社区共计139支参赛单

位比拼消防技能，提升消防实战

能力。初赛前50名的参赛队伍

将进入决赛。

“大赛既是对镇内各消防战

斗队伍应急能力的一次集中检

阅，更是锻炼队伍、淬炼本领，促进

消防救援能力水平向更高、更强

迈进的有力举措。”西樵镇总工会

主席潘大柱表示，希望参赛队员

发挥最高的水平、赛出最好的成

绩，不断总结提高竞技水平和实

战攻坚的能力，全面打造一支攻

得进、守得住、打得赢的消防尖兵。

初赛共有两人三盘水带连

接、物资运输和百米着装麻袋灭

火三个项目。比赛场上，参赛队

员们精神饱满，迎接比赛。其

中，最有挑战的项目要数两人三

盘水带连接项目。

只见小红旗一挥，两组选手

火力全开，斗快斗准。一名参赛

选手在起点用力抛出第一盘水

带，并连接第二盘水带口，另一

名参赛选手手提水枪和第二、三

盘水带向前冲至13米处抛出第

二盘水带，并连接第二、三盘水

带接口，再火速跑至33米处抛

出第三盘水带，并接上水枪，在

终点线呈立射姿势。在起点的

参赛选手看到水枪连接成功后，

马上将起点的水带连接水阀，终

点参赛选手手持水枪，用水打倒

水牌，场面紧张又激烈。

“两人三盘水带连接既有速

度要求，更需团队合作精神。”广

东方向陶瓷有限公司保安队主

管何青宽说，在比赛前，队员们

坚持每天利用下班时间，风雨不

改地进行2个小时训练。为了

攻破两人三盘水带项目，他们还

专门研究了一番示范视频，找出

当中的技巧。“抛出水带时，一定

要直，不能打圈，否则水带缠绕

在一起，不能快速通水，也影响

喷水的射程。”何青宽分析道，比

赛时队员有点紧张，但整体表现

不错，总用时23.22秒。

从今年4月起，镇总工会联

合镇消防办、镇应急办、西樵总

商会等单位广泛发动西樵村(社

区）、企业、机关后勤事业单位

（含已建工会）的单位参加。活

动共有168个单位报名参加，其

中企事业单位139个。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大赛除

了技能大赛之外，还通过线上知

识问答竞赛、线下消防体验馆参

观学习两方面，提高职工消防技

能和应急救援技能，提升机关、

企事业单位防灾减灾能力。

“企业是安全生产责任第一

主体。”南海区总工会副主席金

勇刚表示，西樵总工会以大赛为

契机，联动各职能部门，教育引

导职工提升安全生产意识，助力

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同

时希望各级工会学习借鉴，助力

建设现代化活力新南海。

西樵镇举办“共建清洁美丽西樵”亲子志愿服务体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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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市场篇——

接纳未成年人
某歌舞娱乐场所被罚1万元

西樵镇应急救援消防技能比武初赛举行

139支队伍齐聚听音湖
“比拼”消防技能

珠江时报讯（记者/何泳谊

通讯员/黄健景 潘志开 摄影报

道）受西江上游来水影响，西江、

北江水位持续上涨。6月15日，

西樵樵泰社区直联团队、社区工

作人员密切监视雨水汛情，详细

查看水运新村重点区域情况，重

点排查50多户外滩地房屋，并

迅速动员党员志愿者为独居老

人及有需要人群转移电器、生活

必需品等重要物资。

昨天下午，燕子低飞，乌云

密布，不时刮起阵阵狂风。樵泰

社区工作人员根据上午排查的

情况，迅速动员20多名志愿者，

包括“红桥工作室”在职党员、大

学生志愿者、景隆公司安保部人

员，兵分两路为独居老人和有需

要群众转移电器、生活必需品等

重要物资。

据了解，水运新村大多数是

渔民。20世纪80年代初，他们

上岸定居，沿着西江边建起房

子，逐渐形成水运新村。走进水

运新村文化楼附近的居民区，只

见江水不断涌上，江水已漫进部

分低洼处的房子，有的地方水深

约有半米。社区工作人员与志

愿者涉水而过，逐家查看情况，

并叮嘱村民注意安全，有必要时

搬进应急避难处。

探访队伍一走进外滩处房

屋，天哗啦啦地下起大雨。只见

滔滔江水不断翻涌，离居民家仅

有半米，随时有漫进居民家中的

可能。有的村民赶紧停靠好船

只，有的村民在忙着将家具搬往

高处，有的村民在扫屋前雨水。

“婆婆，有什么我们可以帮

你的？”年过七旬的彭婆婆看见

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冒雨前

来，心里很温暖。“麻烦你们帮我

搭起个支架，江水漫上来时，我

和家人再搬东西上去。”彭婆婆

说。

党员志愿者马上帮彭婆婆

搭起支架，并叮嘱彭婆婆注意安

全，“晚上关掉电闸，有什么需要

帮忙可随时拨打这里的手机号

码。”此外志愿者们还帮另一位

老人林婆婆关掉电闸，合力帮她

把冰箱抬到高处，转移两笼家

禽。

樵泰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根据西樵镇三防指挥部的最新

消息，西江、北江水位在15时已

超警戒水位。樵泰社区将继续

做好防汛宣传工作，强化部署、

采取措施、严阵以待，积极应对

西江水位上涨可能带来的洪涝

灾害，保护好居民的生命财产安

全，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抗洪的各

项准备工作。

西樵樵泰社区动员志愿者，助力做好防汛工作

江水上涨 志愿者帮居民转移物资

▲志愿者合力帮助林婆婆将冰箱抬到高处。

■志愿者叮嘱彭婆婆注意安全。

■参赛队员默契十足，抓起麻袋，火速扑灭火情。

（上接B01版）

根据《工作方案》，南海将坚

持党建引领、协同共治、一村一

策的工作原则，开展薄弱村（社

区）“思想大解放”活动，以产业

帮扶、导师帮带为切入点，加强

村社党组织和干部队伍战斗力，

提高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增强

集体经济造血能力，完善薄弱村

（社区）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基

础设施。

而《三年行动计划》则更侧

重结合西岸社区实际，通过强化

党建引领、落实结对帮扶、激活

专项民生建设资金、开展全域土

地综合整治、加强招商引资等工

作举措，进一步提升西岸社区基

础设施建设水平，解决西岸社区

经济发展问题；强化村级经济管

理，增加集体经济造血功能，不

断增强西岸社区人民获得感、幸

福感。

出台工作方案、精准帮扶有

一些实质性进展……对于南海

而言，虽然只是一小步，但是开

了个好头。在推动乡村全面振

兴和全区共同富裕的路上，开一

个好头，才能进一步增强群众对

政府的信心。正如顾耀辉所言，

不管遇到的情况多复杂、问题多

难，只要下定决心干，就能打开

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