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逛菜市场就像逛超

市一样，干净又舒适。”8月4日
上午 9时许，记者在桂城鸿堤

市场见到正在买菜的刘姨。作

为一名“老熟客”，鸿堤市场的

升级改造，给她的生活带来不

少改变。

农贸市场关系到老百姓的

菜篮子和米袋子，也是城市文明

的窗口之一。今年以来，南海区

持续推进农贸市场升级改造，推

动软硬件质量齐升，让老旧市场

焕发新颜，让市民买菜“舒心又

放心”，进一步提升生活幸福感。

在门口扫码、打卡、测温后，

记者进入到鸿堤市场内部。干

净无水渍的地板、明亮温暖的灯

光，让人眼前一亮。肉档、菜档、

水产品、水果、干货……功能分

区整齐有序。上午9时左右，市

场人气旺，档主热情招呼着顾

客，秩序井然的环境，让这“烟火

气”充满文明气息。

走过水产品档口时，记者发

现，除了没有残留水渍，现场也

没有海产品腥味。原来市场铺

设了科学的排水系统，顶篷的空

气净化设备及新风系统，也在清

新内部空气中发挥极大作用。

“以前我更喜欢在超市买

菜，比较干净，这几年来，鸿堤市

场陆续装修改造，环境好了，菜

也新鲜，我也就跟着过来了。”刘

姨说，市场的改造为她们这样的

老人家带来了不少便利，每每买

菜走累了，还可以到里面的休息

区休息一下。

对猪肉档档主李姐来说，市

场的升级改造她也是看在眼里、

喜在心里，“以前环境不好，街坊

进都不想进来。现在的环境都

可以媲美超市，除了中老年顾

客，还多了不少年轻人的身影，

人流涨了很多。”

除了对外部环境升级改造，

近年来，鸿堤市场还不断加强对

食品安全的检查，农产品的农残

检测、冻品及其他产品的病菌抽

检等，让群众“买得舒心，食得放

心”。在南海区爱卫办的指导

下，市场也积极发动群众开展爱

国卫生运动，营造浓厚的宣传氛

围。如张贴公益广告、设立垃圾

分类收集点、向商户及群众投放

宣传单张等。

“干净、舒适、新鲜、安全。”

鸿堤市场的升级改造，正是南海

区积极构建农贸市场共建共治

格局的一个缩影。到2023年，

全区将完成89个农贸市场改造

的计划。鸿堤市场、叠南市场、

南兴市场等一批标杆市场陆续

建成，使得全区农贸市场的品质

和档次得到提升，让南海的“烟

火气”聚满“文明风”。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许可可

8月3日21时许，骤雨初

歇，南海的“夜市”渐渐热闹。

桂城怡海港商圈内，市民胡小

平戴上红袖章，和南海公安分

局桂城派出所民警黄健辉带

队的夜间经济巡防队汇合。

一个半小时后，他们短暂休

整，胡小平汗流浃背，“跟着民

警巡逻，才感受到他们的不容

易。”

但是，一想到巡防队每天

都会夜巡，胡小平又觉得很安

全、很放心。“点亮街头‘平安

灯’，群防群治守护夜文明，这

就是我们深化‘枫桥经验’，创

新推出‘夜间警务’的初衷。”桂

城派出所教导员温庆祥道出队

伍的由来。

6月，南海区印发《关于进

一步推动夜间经济发展的实施

意见》，提出努力将南海建设成

广佛都市商圈夜生活地标集聚

区。依托千灯湖片区，桂城的

夜间经济“火热”增长。为营造

活力、有序、安全的夜间经济环

境，桂城派出所结合南海公安

分局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

行动”部署，率先组建警企联动

夜间经济巡防队，常态化开展

巡防活动。

当晚，记者随警夜巡。队伍

中，除了警辅人员，还有安保力

量、最小应急单元队伍、夜间营

业场所保安人员等共6人。

“警察蓝”“绿马甲”“红袖

章”构成一支规范统一的队伍。

“为了全面提升街面见警率和群

众安全感，我们有‘五统一’。”黄

健辉介绍，即统一亮肩灯、统一

着装、统一巡防装备、统一配备

4G可视化警务终端设备和警用

摩托车。

步巡，能发现细节问题与潜

在隐患。随警夜巡时，记者发

现，黄健辉时常观察周边人群的

状态，如果发现可疑人员，他们

就会上前盘查，核实身份。

商圈不大，但步巡一趟也要

一个小时。这晚，他们来回巡

街，直至凌晨2时，喧嚣的城市

渐入安宁，工作才结束。

目前，聚焦夜游、夜娱、夜

食等夜间经济场景，桂城派出

所已打造了 9条特色巡逻路

线，全力护航夜间经济商圈治

安秩序。

7月28日至今，桂城派出

所日均出动巡防力量 230余

人次、车辆24余辆次，检查场

所600余间次，排查整改各类

安全隐患 72处，盘查可疑人

员249人次；“两抢一盗”侵财

性案件同比下降18%，为佛山

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贡

献力量。

统筹/策划珠江时报记者程虹

文/珠江时报记者杨慧程虹

通讯员彭健燕

图/珠江时报记者黄永程

桂城派出所创新推出夜间经济巡防队，警企联合夜巡守护平安

夜间巡逻“不打烊”点亮街头“平安灯”

8月4日下午，佛山市妇联举

办“喜迎二十大 凝聚家力量”

2022年佛山“最美家庭”分享会暨

佛山市“美丽庭院”创建行动启动仪

式。狮山的朱淑贞家庭作为佛山

“最美家庭”代表，出席了会议。

定制“家规”营造和谐氛围
朱淑贞出生于狮山罗村，当

地的孝德文化及母亲的言传身

教，让朱淑贞明白只有家庭和

睦，才能愉快工作、享受生活。

婚后这二十余年里，她都在思考，

如何能把这个家经营得和谐美满。

婚后不久，朱淑贞与丈夫一

起创建了一家五金螺丝厂。创业

初期，朱淑贞身兼数职，凡事亲力

亲为，企业曾出现资金周转问题，

一度陷入困境，好在家人、朋友及

时伸出援手，帮他们渡过了难关。

朱淑贞一直想把得到的爱与温暖

回报给社会。带着一颗感恩的心，

朱淑贞走上做义工的道路，也带动

更多人加入。

尽管工作忙，但她从来不会

减少对家人的关心，还制定了一套

“家规”——家里大小事要全家人

表决通过，周末尽量一起吃晚餐，

为每位家庭成员过生日，经常组织

全家人郊游，与家人分享旅游心得

趣事……

“不管多忙，我们家阿淑都会

坚持做早餐，二十多年了，从来没

有间断。”朱淑贞的家婆言语间充

满骄傲。而在朱淑贞看来，这不过

是一个儿媳该做的事。

给留守儿童上“孝德课”
在朱淑贞的办公室里，几面

红彤彤的锦旗格外引人注目，这些

锦旗与她办公桌里收纳的一大沓

感谢信一样，都来自十余年里她曾

资助过的留守儿童。

这份爱心，缘起于多年前，朱

淑贞到湖南汝城旅游返程路上的

所见所闻。回广东后，留守儿童们

天真又略带忧伤的脸让她久久不

能忘怀。朱淑贞带领家人、朋友装

上满满物资，驱车前往湖南省郴州

市南强中学，探望留守儿童，与孩

子们一起唱歌、跳舞、绘画、做游

戏。朱淑贞还给他们上了一堂“孝

德课”，教他们尊老爱老，利用舞蹈

“感恩的心”增加趣味性，让孩子们

学习如何孝顺父母和老师。

朱淑贞的孝德课深受孩子们

喜欢。上课之前，朱淑贞会跟孩子

们拉家常，问孩子们：“早餐是谁做

的呀？爸爸妈妈多久回来一次？”

然后告诉孩子们，爷爷奶奶那么大

岁数还给孙辈做饭，其实很不容

易；爸爸妈妈外出打工，是为了子

女有更好的生活；孩子们放学后可

以帮爷爷奶奶捶捶背，让爷爷奶奶

感受到温暖。

将爱的种子播撒到各地
朱淑贞曾荣获“狮山镇十大孝

爱人物”，凭借多年的义工经验，她

将学到的沟通技巧用于传播孝德

文化。“您对孝爱的诠释和重视给了

我们很大启发，以后我们的教育也

将增加这些传统文化的内容。”在湖

南一所留守儿童学校，校长的这番

话给了朱淑贞坚持下去的信心。

在茂名信宜一所乡村小学，

住有一些留守儿童。朱淑贞召集

亲友为孩子们捐书，建立图书室，

并为学校捐助12台电脑。得知

孩子们没有统一的校服，朱淑贞亲

自设计校徽，买来上好的布料，为

孩子们定制校服。

在肇庆怀集一所乡村学校，

朱淑贞开着自己的车上山下山，捐

资助学，一次回程突遇大雨，回到

家后，整个车底都报废了……

朱淑贞的一言一行深深影响

着两个儿子。每年，朱淑贞都会带

着孩子们探望孤寡老人，跟老人聊

天，送上节日礼物，在送温暖的同

时，传承尊老敬老传统美德。

在朱淑贞的感染下，身边的

朋友也带着各自的孩子加入到

关爱他人、传播孝爱的行列，在

帮助他人的同时，收获幸福。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金晓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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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最美家庭”朱淑贞家庭：

将爱与孝带进留守儿童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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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持续推进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同时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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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10+2”攻坚行动

怡海三小暑假期间定期
开展师生核酸检测

教师带上自家娃
当起志愿者

珠江时报讯（记者/区辉成通讯

员/郑敏玲）暑假期间，每逢周一，怡

海三小都会在校内的核酸采样点为

师生开展核酸采样。8月1日下午2
时，学校的党员志愿者们早早回到学

校核酸采样现场，按照信息登记、体

温测量、秩序维护等分工合作，为

1000多名师生的健康保驾护航。

“请大家戴好口罩，保持一米以

上距离！”“排好队”，按秩序进行检

测。”身着红马甲的党员志愿者们有

序引导师生排队、测温等待。学校党

支部委员、副校长郑少琼表示，作为

党员教师，做的是教书育人的工作，

有时“身教”比“言传”更重要。在这

次志愿活动中收获了很多谢谢，每一

声谢谢都是对党员志愿者的鼓励和

肯定，这个暑假非常有意义。

除了党员教师化身志愿者外，

部分老师还带上孩子参与到志愿活

动中，让孩子体会到志愿活动和医

护人员的辛劳，从而更加珍惜来之

不易的美好时光。

“教师志愿者们利用暑假休息

时间，克服高温高压，认真细致完成

各项工作，用行动践行服务师生的

诺言，为疫情防控注入最大努力。”

怡海三小校长汤满成表示。

源田床具挂牌
新时代文明实践点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志健 通

讯员/黄蕴妍）8月 4日，里水举行

“我们的节日·七夕暨道德人物巡

讲”活动，邀请了道德人物讲述好

人故事。同时，佛山市源田床具

机械有限公司挂牌好人工作室和

新时代文明实践点。

现场，里水道德人物郑雪娴、陈

永华、李泓业分享他们做好事、守初

心的故事。作为里水镇曲艺协会副

会长，郑雪娴带领一帮小学生学习粤

曲演唱，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带

动起全镇曲艺特别是少儿曲艺事业

的发展。

陈永华说，他 18岁前在田间

地头卖雪糕，攒了点钱到广州学习

烧腊制作，后来创办广东广记食品

生产有限公司，生意越做越大，关

键在于坚持诚信经营。如今，“广

记”招牌在里水乃至珠三角地区食

客中享有盛誉，广式烧腊制作技艺

得到传承和发扬。

除了道德人物巡讲，佛山市源

田床具机械有限公司还挂牌了好人

工作室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将成

为理论宣讲、主题教育、文化传承的

阵地，依托形式丰富的新时代文明

实践活动，不断提升广大职工、社会

大众的文明指数。

一直以来，里水将文明实践服

务延伸到基层深处，搭建“中心-所-
站”三级文明实践网络，积极引导基

层群众广泛参与文明实践，打造了

“1+40+N”模式，即除了1个镇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外，还要打造40个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N个企业、学校等

新时代文明实践点。

本次在源田床具挂牌好人工作

室，是里水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深化，

让新时代文明实践理念“走上路、下

基层”，真正来到普通市民和企业职

工身边，提供优质服务。

未来，里水将挂牌启动更多新

时代文明实践点，大力开展更多群

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进一步丰

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培养蓬勃向

上和开拓奋进的精神风貌。

■记者跟着桂城民警夜巡商圈。

■朱淑贞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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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堤市场改造提升后，环境焕然一新、文明有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