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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

“这些衣服都还很新很干净，

就是穿不下了，能回收再利用再

好不过。”在佛山市狮山镇罗村某

住宅小区，市民芳姐开心地把一

大袋旧衣服交到农行南海罗村支

行（下称“罗村支行”）的青年志愿

者手中。

原来，芳姐下楼散步买菜，偶

然发现农行罗村支行联合社区开

展了旧衣回收党群便民服务日活

动，立即回家收拾出闲置的干净

衣裳，参与旧衣回收行动。“你们

等一等，我赶紧再回去通知一下

邻居们，让大家把闲置的衣服都

拿过来，促进资源循环利用。”

据了解，为助力生态文明建

设，农行罗村支行组织青年志愿

者走进社区，开展“奉献青春力

量 共建美丽中国”公益活动。志

愿者们联合社区工作人员提前设

置好旧衣环保回收点，现场回收

社区居民的闲置衣物、旧棉被，并

帮助来往的居民将旧衣服提到回

收点进行称重，将收集好的旧衣

服打包送去专门机构用于环保再

生，促进资源二次利用。

住在该社区的刘大爷听闻

正在开展旧衣环保活动后，特意

骑上三轮车载了好几大袋旧窗帘

来到回收点，“前些日子儿子儿媳

换了家里的窗帘，旧窗帘还堆放

着，我正好看到朋友圈里街坊发

的活动照片，赶紧拉过来问问能

不能用上，这好多布呢，扔了怪可

惜的。”

在旧衣回收现场，罗村支行

的志愿者们还积极向居民宣传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指引，通过派

发宣传单张和有奖问答等丰富

的形式将生活垃圾“四色分类”

知识与居民的日常生活巧妙结

合，提升社区居民的垃圾分类意

识，倡导大家携手助力城市垃圾

减量。

在农行南海黄岐支行（下

称“黄岐支行”），近来掀起了一

股绿色能量“打卡”活动的风

潮。该行“青年突击队”号召青

年员工通过步行、公交地铁绿色

出行、网上购票等绿色行动在

APP平台上收集“绿色能量”，参

与“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行

动。据统计，该行青年员工共收

集“绿色能量538.82kg”，成功

在阿拉善、鄂尔多斯、通辽、兰州

等土地荒漠化严重的地区栽种

樟子松、油松、柠条、梭梭树等

15棵耐旱树木。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一棵棵不起眼的小树木，对生态

保护却有着重大的意义。“保护生

态，人人有责。我们将积极践行

社会责任，继续以实际行动助力

建设美丽中国，为生态文明贡献

更多青春力量。”农行南海分行的

青年志愿者说。 （江宛霖）

勇担社会责任 展现青春力量
农行南海分行青年志愿者积极践行公益行动传递温暖

“要防范金融诈骗，首先我们要储备一定的金融常识。”在佛山市现
代商贸技工学校的课堂上，农行南海分行青年志愿者为同学们详细解答
如何防范金融诈骗，一系列案例和防骗“干货”引发同学们的热烈讨论。

自今年9月份以来，农行南海分行的青年志愿者先后走进佛山市现
代商贸技工学校、雅翠小学、盐步中学等学校，通过现场咨询、发放宣传折
页、播放宣传视频等方式，进行金融知识普及宣传。

走进校园普及金融知识是农行南海分行青年志愿者公益行动的重
要内容。据介绍，这支由该行青年员工组成的队伍是当地金融机构较早
成立的义工组织，成员超600人，每年参与的志愿活动累计超1000
场。自2011年成立以来，农行南海分行青年义工队一直积极奋斗在基
层一线，在课堂上，在工厂车间，在村头巷尾……践行普及金融知识、扶
贫助弱、保护环境等社会责任，用实际行动传递农行青年志愿者蓬勃向
上的青春正能量。

11月7日，南海农行杯“梦想

星舞台”（南海九江赛区）比赛在九

江镇吴家大院举办。距离舞台不

远处，一场金融知识咨询会也在如

火如荼地进行。农行南海九江支

行（下称“九江支行”）党团志愿服

务队在此设立了金融知识普及和

理财咨询点，为参赛选手及前来观

赛的居民派发宣传折页，向大家宣

传人民币反假、反洗钱、防电信诈

骗等金融知识。同时，九江支行志

愿服务队向前来咨询的群众介绍

该行电子社保卡、惠农e贷等服务

民生、普惠金融产品，协助居民进

行电子社保卡申领，受到不少现场

群众的欢迎。

长期以来，农行南海分行一直

将推动金融知识宣传普及作为消

保工作重中之重。除了每年定期

开展“3·15”、金融知识进万家等

宣传教育主题活动外，还常态化地

积极自发组织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努力提升消费者金融素养和风险

责任意识，引导消费者理性选择、

正确使用金融产品和服务。

在农行南海大沥支行（下称

“大沥支行”），为响应政府服务“三

农”、助力乡村振兴、践行普惠金融

的号召，提升当地居民对金融知识

的了解，该行青年志愿者以金融大

讲堂、金融沙龙、摆摊设点等方式

把金融知识送下乡、送上门，打通

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在金融知识大讲堂中，该行青

年志愿者结合真实案例，生动形象

地向村民们介绍了电信诈骗及消

费骗局，为村民们分析其中存在的

常见诈骗招数，并通过情景再现、

有奖问答等趣味的方式让防范金

融诈骗知识深入人心，提升村民风

险意识与自我保护意识。

近日，农行南海平洲支行（下

称“平洲支行”）的青年志愿者小虹

接到了一通求助电话，电话那头，是

友好合作单位夏南二社区的工作人

员。原来，该社区福利院里最年长

的梁奶奶很希望激活使用社保卡，

因102岁高龄行动不便，其无法到

银行办理，只好向农行求助。

放下电话，小虹把这个讯息告

诉了其他青年志愿者。当即就有

人提议上门去帮梁奶奶激活社保

卡，很快，帮助梁奶奶激活社保卡

的爱心志愿小分队就成立了。

当天，志愿服务小分队来到福

利院，为梁奶奶提供上门服务。梁

奶奶年过百岁，听力微弱，志愿者

便尽量使用简单、易懂的话语进行

指引，一遍遍重复，帮助梁奶奶逐

步完成社保卡激活业务的每一个

步骤。

在福利院工作人员的共同协

助下，梁奶奶终于在业务凭证上按

下手印，她手里捏着刚刚激活好的

社保卡，脸上露出了笑容。志愿者

小分队也获得福利院长者们和护

工人员的“点赞”。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

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

乐”这“六个老有”是我国老龄工作

的目标。农行南海分行也意识到

要通过为老者提供暖心服务，传递

中华民族敬老爱老正能量。

日前，在南海大沥太平社区的

独居老人，也迎来一群暖心志愿

者，他们来自农行南海大沥支行。

大沥支行与当地社区联合开展“暖

心服务零距离”志愿活动，携手为

当地的独居及困难老人送温暖。

活动当天，志愿者分成六支服

务小分队，逐户登门献爱心，对长

者嘘寒问暖，了解他们的健康和生

活情况，并为长者送上特别定制的

“居家安全包”。“你们太贴心啦，这

一袋东西有工具有药品，很实用！”

82岁的潘婆婆朝大沥支行的志愿

者们露出爽朗的笑容。志愿者还

为老人们逐一介绍安全包内的物

品，贴心地帮长者们调试安装床头

小夜灯，细致地介绍使用方法和注

意事项。

■农行南海分行进社区宣传金融知识。

金融知识的“传播者”
打通消费者保护“最后一公里”

长者社区的“暖心人”
“私人订制”服务守护“夕阳红”

生态文明的“守卫兵”
助力打造生态和谐绿水青山

■农行南海分行进社区为长者送暖心服务。

■农行南海分行上门为百岁老

人激活社保卡。

珠江时报讯（记者/蓝志中
通讯员/殷德渊摄影报道）让学

生在运动中健体，让气质在运动

中绽放。11月27日，南海区大

沥实验小学第十九届体育节暨

嘉年华活动开幕。武术队教练

孟祥明老师表演“二指禅”，震撼

全场。

■全面展示
推进素质教育成果丰硕

为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提

高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兴趣，加

强家长与学生之间的情感交流，

让学生的个性在运动中得到张

扬，让学生的气质在运动中更好

绽放，大沥实验小学每年都举办

“新气质，创未来”体育节暨嘉年

华活动。此次活动也是大沥实

验小学建校20周年大型巡礼活

动之一。

本届体育节暨嘉年华活动

主题是“榜样力量 气质风范”，

希望同学们不仅感受到运动的

快乐，还发扬团结协作、勇于拼

搏、敢于担当、努力奋进的体育

精神。

大沥实验小学校长李佩球

在开幕式上致辞时表示，文化之

美涵养气质，体育之美彰显活

力。体育嘉年华是校园主题文

化系列活动之一，是学校全面推

进素质教育的一次重要展示，也

是学校“最美气质”教育理念的

重要实践。不仅促进了学生身

心健康，增强体质，绽放气质，弘

扬互助团结、共享成功的积极向

上的体育精神，还将推动学校德

育、体育工作更上一个新台阶。

活动开幕式上，运动员代

表、606班梁丽萤同学宣誓:“我

们要发扬坚持不懈、永不放弃、

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把‘更高、

更快、更强’应用到实践中，以

‘榜样力量 气质风范’展示我们

的精气神。”

■全场震撼
武术老师表演“二指禅”

据介绍，本届体育节为期一

个月，全校2400多名师生全员

参与及部分家长代表参加。除

了常规的体育项目比赛，还举行

了学生队形队列及武术操比赛、

“家委杯”羽毛球赛、体育社团各

项比赛、大课间体育活动及体育

嘉年华活动等。

当天上午的开幕式，还举行

了学校管乐队表演、拉丁舞表

演、健身操表演、武术队+武术操

表演等。盛大热烈的场面让观

者兴奋不已，操场上成了孩子们

欢乐的“海洋”。

拉丁舞表演和健身操表演

的小演员，他们挥动炫目亮丽的

彩带，跳出整齐灵动的舞蹈，洋

溢着自信健康、朝气蓬勃的气

质。而武术操的表演则刚劲有

力、气吞山河，尤其是武术队教

练孟祥明老师的“二指破木”和

“二指禅”武功表演，更是震撼全

场，将活动推向高潮。

记者在现场看到，同学们

在赛场上显得健康、自信、勇

敢，个个都是精神饱满、生龙活

虎，积极向上、勇于拼搏。他们

就像春天一样生机勃勃、气质

飞扬，像花儿一样娇艳动人，以

青春亮丽的舞蹈、团结友爱的

精神展现出体育带来的快乐、

体育独有的风采。

下午的体育嘉年华活动，体

验项目更多达几十项，有高尔夫

球、网球、击剑、武术、篮球、羽毛

球、足球以及体育游戏等，每个

学生都乐在其中地运动着、展示

着、拼搏着，快乐溢于言表。

团队协作是今年体育嘉年

华的主旋律，活动中，同学们热

情高涨，欢笑声不绝于耳。

■全员参与
新气质教育成就最美未来

“健康体魄是幸福生活的基

础，是高效工作、高效学习的前

提。”学校教导处副主任、体育学

科负责人王扬胜表示，学校推行

新气质教育育人模式，提出培育

“新时代新气质好少年”，十分重

视体育特色课程的开发，通过体

育运动培养学生积极面对困难

的信心和勇气，勇于拼搏的精神

和决心。体育嘉年华本着“人人

参与，促进每个学生主动发展，

健康成长”的目的，为学生、家长

们提供了一个开放、多元、丰富、

活力的体育运动平台，起到了人

人参与、人人体验、人人快乐、人

人成长的效果。

截至目前，学校羽毛球队已

连续8年荣获区、镇比赛冠军，

篮球队多次获得区、镇比赛冠

军，武术队获得2019年南海区

青少年传统武术套路锦标赛团

体一等奖，田径队、击剑队和跳

绳活动等异军突起，屡创新高。

“今年的体育嘉年华设计的

体验项目，融合了趣味性及游戏

性，让孩子们在玩乐中锻炼健康

体魄、提高体能及运动水平的同

时，培养了他们团结、友爱、互

助、拼搏向上的团队精神，让他

们从小知道合作才能共赢。”参

与这次体育嘉年华活动策划的

五年级家委会会长钟敬林说，大

沥实验小学是一个聚情聚力促

成长的平台，通过这次跨越级部

的活动策划，加大了各班之间的

交流，增进了彼此感情。

体育精神是一种文明精神

气质。李佩球表示，大沥实验

小学以“塑造最美气质，成就最

美未来”的新气质教育理念为

引领，践行“我运动，我健康，我

快乐”的体育理念，大力推进全

员体育运动，通过运动让师生

及家长动起来，让校园活起来，

让体育精神长起来，让气质美

起来。希望全体师生以强健的

体魄开创未来，以最美的气质

实现梦想，努力为美好的未来

而奠基。

大沥实验小学第十九届体育节暨嘉年华开幕

学生在运动中绽放气质

■大沥实验小学第十九届体育节暨嘉年华活动开幕式上，武术队教练孟祥明老师表演“二指禅”。

中小学生讲述
身边品德故事

珠江时报讯（记者/区辉成通讯
员/林建娜）11月27~28日，佛山

市第二届中小学生品德故事展示活

动在佛山市图书馆举行，选手们声

情并茂地讲述疫情期间的所见所闻

所感，讲述身边的品德故事。

活动由市教育局、共青团佛山

市委员会、少先队佛山市工作委员

会主办，活动分为小学组和中学组，

分别在11月27、28日举行。

活动自今年9月启动以来，共

收到来自全市各中小学校的1760
名选手的报名视频，经过评委初选

后，共评选出小学组26位、中学组

20位优秀选手进入品德故事展示

活动的现场展示评选。经过现场的

紧张角逐，本次活动小学组共评选

出“感动人心奖”8名，“深情演绎奖”

8名，“暖心天使奖”10名；中学组共

评选出感动人心奖10名，深情演绎

奖10名。

专家评委认为，选手们表现出

色，展现了当代学生多才多艺、积极

向上的精神风貌。主办方希望通过

本次活动，讴歌美德人物，弘扬爱国

主义精神，让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据悉，该活动是2020年佛山

市校园书香艺术节展示月活动之

一，2020年佛山市校园书香艺术节

展示月活动还包括亲子共读、少儿

书画作品展示、少儿课本剧展示、少

儿合唱舞蹈精品展示和“书香校园”

创建成果展示等6大项目，最终将

在12月12日举办佛山市校园书香

艺术节展示月活动闭幕式暨优秀作

品展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