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江时报讯（记者/区辉成通
讯员/皮欢）南海的高中学校寒

假从1月15日开始，冲刺高考的

学子第一轮复习已基本结束，原

来安排在期末进行的“佛山一

模”考试将延至新学期开学后举

行。高三学子应如何利用寒假

对第一轮复习进行总结和查漏

补缺？记者日前邀请到南海区

南海中学高三骨干老师，给大家

支招复习方法。

寒假正是查漏补缺最好的时

间，将知识点强化、细化，可全面

提升学科备考的综合实力。语文

科在寒假期间的复习该怎么进行

呢？南海中学语文高三备课组组

长朱雪梅表示，首先要把学习放

在第一位，保证整块的学习时间，

限时完成试题训练，整理专题复

习体系。同时也要利用零碎时

间，记背一些知识点。

“新高考形势下，研读教材的

同学肯定更容易考出好成绩。”朱

雪梅说，高三学子要回归课本，近

义词、成语、背诵篇目、文言实词、

虚词、句式等知识需要及时全面

有效过关。

朱雪梅建议，同学们可在寒

假把之前大小考试的试卷整理出

来，仔细研究错题的命题角度，特

别是以情境任务作为试题主要载

体的题目，记住正确的审题思路

和答题方法。

对于数学复习方法，南海中

学高三数学备课组组长周鸿高建

议，把高考数学所有章节知识方

法梳理一遍，对当时复习不过关

的知识考点再复习再理解，以一

种“补漏洞”的方式形成较完整的

高考数学知识体系。当前重点还

是把各章节的主干知识点以及常

见常用的解题技能方法融会贯

通，同时对自己在历次考试或日

常训练中暴露的薄弱点要自我反

省并关注。

“建议练一练需要突破的专

题，如解析几何，通过强化训练，

建构熟练的解题模型，以及做一

做近几年的高考真题，了解高考

试题的常考考点，体会高考试题

的难度，优化解答试题的节奏。

这样就可以在下学期的复习备考

更有针对性，从而走好复习备考

的道路。”周鸿高说。

回归课本基础消化整理知识
南海中学高三骨干教师支招寒假复习方法

珠江时报讯（记者/区辉成通
讯员/师建军柯青豪）寒假期间，

南海信息技术学校（以下简称“南

信”）动员学生积极参加德育寒假

实践系列活动。南信学子纷纷行

动起来，参加所属村居、社区组织

开展的志愿服务活动，掀起寒假

志愿服务热潮。

南信学子的实践活动丰富多

彩，既有“艺术在樵山”南海大地

艺术节主题活动、“沟通从‘信’开

始”第一届广东省中小学寒假书

信活动，又有“家务显身手”风采

展示活动。“学生通过开展丰富的

寒假实践活动，积极参与寒假志

愿服务，助力学生乡情研学实践

和素质提升，充实学生假期生

活。”南信相关负责人说。

“我从小就很喜欢帮助别人，

一直积极参加学校的公益活动，

因为别人对我的肯定令我内心感

到幸福。”南海信息技术学校21
机电1班团支部书记潘俊鸿同学

刚荣获九江镇“志愿服务先进个

人”称号，志愿服务时长累计接近

90小时。

一直以来，南信悉心锤炼学

生的志愿服务意识。日前，南信

党委书记严少青带领党员教师与

狮山红星社区党委联合开展“忆

初心，学精神，守使命，当先锋”主

题党日活动，“红星社区学院”和

“党员志愿服务基地”正式在红星

社区落地生根，学生的志愿服务

更能接地气地扎根基层。

学生参与志愿服务
充实假期生活

南海信息技术学校掀起寒假志愿服务热潮

燃气客服电话：
86227019燃气抢险电话：

佛山市南海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珠江时报讯（记者/区辉成
摄影报道）1月19日是腊月廿

八，美团共享单车运维员刘炎华

和陈桂飞在禅城岭南大道周边，

用小铲子细致地清理车身上的

小广告。不少路过市民表示，广

东有“年廿八洗邋遢”习俗，共享

单车也按照习俗，清洁得干干净

净过年。

据了解，为维护市容整洁和

城市秩序，营造良好出行体验，

在佛山市禅城区城市管理和综

合执法局指导下，美团单车工作

人员在禅城开展清洁行动，设立

5个小组分不同路段，每天清理

1000辆共享单车。对车身进行

清洁、铲除小广告的同时，还将

车辆规整停放，维护整洁有序的

市容环境。经过清洁的车辆亮

相街头，为市民提供安全整洁的

骑行服务。

随意张贴在共享单车车身

上的非法小广告不仅破坏市容

环境、影响行业形象，更严重影

响了企业品牌和服务质量。为

了让市民骑到更多安全车、放心

车，美团单车及电单车运维团队

全员出动，分小组、分区片沿重

点路段进行扫街清理。他们随

身携带抹布、清水、简易维修工

具等，全面检查车身、车筐，对非

法小广告及时清理。

“广东有‘年廿八，洗邋遢’

的习俗，没想到共享单车也按照

习俗，把车辆清洁得干干净净。

骑上美观干净的美团小黄车，迎

接农历新年的到来。”市民许先

生扫码开启一辆焕然一新的共

享单车，开心地说。

“对车辆的清洁工序需细

致，每一辆车从头到脚我们都

会详细检测和清洁。”美团单车

运维员刘炎华介绍，对于在街

头无法完成简易清洁维护的单

车及电单车，还会被统一规整

入库，进行深度清洁维护，其中

包括坐垫清洗、车身除胶、局部

油污清洁、整车冲洗等一系列

清理步骤，实现全车无小广告、

车身链罩无泥无胶、太阳能板

无遮盖、坐垫车把干净无油污、

前后轮组无夹杂杂物，让车辆

焕然一新。

据了解，此次清洁行动将在

春节期间持续开展。同时，还与

禅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等主管部门密切配合，联合打击

违法张贴行为和幕后的违法犯

罪行为。“会持续做好现有车辆

的运维和管理工作，把车辆干净

质量好、停放整齐守规矩作为标

准，实现破损、脏污和僵尸车清

理等工作走向常态化、规范化。”

相关负责人表示。

共享单车“洗邋遢”
市民出行更舒心

■工作人员用铲子细致地清理车身广告。

在丹灶银河社区大杏村，梁

丽冰一家是当地村民交口称赞

的“模范恩爱家庭”。携手风雨

相伴三十多载，梁丽冰与丈夫始

终互相扶持，一起走过风风雨

雨，用尊老爱幼、团结邻里、乐于

助人的实际行动诠释着文明家

庭的深刻内涵。

长期以来，梁丽冰夫妇与四

个兄弟妯娌轮流照顾97岁的家

婆，不计较得失，妥帖照顾老人之

余，其孝心孝行也潜移默化地影

响着年轻一辈。

“结婚几十年来，婆婆对我

和四个妯娌都一视同仁，大家都

相处得很和谐，从来没有吵过

架。”梁丽冰说，他们总是不定期

开展家庭日活动，五个兄弟妯娌

和子女们齐聚一堂，和乐融融。

梁丽冰经常教导两个女儿要

尊敬长辈，如今女儿们成家立业

后，不仅家庭和睦、邻里和谐，也

经常带着孩子回家探望。

家庭之外，梁丽冰是社区的

热心志愿者和舞蹈队骨干。每逢

社区或经济社举办活动，需要招

募志愿者时，她都会第一个报

名。遇见街坊发生家庭矛盾时，

梁丽冰也会热心帮忙沟通化解。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这句话，她

总是挂在嘴上。

曾做过幼儿园老师的梁丽

冰，在做志愿者方面有自己的

优势。其中，教群众跳舞、组织

联谊活动都是她最拿手的志愿

工作。

此外，她在老公和女儿们的

支持下，还积极自学视频拍摄剪

辑。“老公会陪我录制歌曲以及当

‘模特’出镜，女儿则买了一件旗

袍送给我。我女儿的朋友产后抑

郁，看了我的视频后都开心了很

多。”梁丽冰笑着说。

“带大家一起来看看我的村

子，是不是非常干净整洁呢？”“只

要心态不老，人就不会老！”打开

梁丽冰发在网上的短视频，每条

视频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充

满了笑声和欢乐。

值得一提的是，梁丽冰还

号召街坊邻里以村居故事和乡

村振兴为蓝本进行构思拍摄，

创作短视频挖掘本地文化、记

录生活点滴、活跃社区氛围。

目前，他们的抖音账号获赞总

数超 39万，传颂有为之乡真善

美和正能量，有力支持社区打

造良好氛围。

除了是乡村振兴和村居发

展的记录者、带动者和传播者，

梁丽冰还是践行者。无论是社

区幸福院关爱服务，还是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都有她和姐妹

们活跃的身影。她用乐观积极

的人生态度影响带动着身边的

人，掀起了共建共治共享美丽家

园的热潮。

文/珠江时报记者黄梦灵

通讯员林镜杰

传播家庭美德带动家乡建设
梁丽冰家庭以尊老爱幼、乐于助人，活跃社区共建共治共享良好氛围

■梁丽冰用孝心孝行对两个女儿谆谆教导。 （通讯员供图）

珠江时报讯（记者/马一右通讯员/文宏）
“碰到王车长真是太幸运啦！”日前，因及

时拾还乘客遗落在公交车上的物品，佛广

公汽高新分公司209线公交车长王斌受

到群众表扬。

据乘客蔡女士回忆，她乘坐高新分公

司209线公交车从桂城前往丹灶，下车时

不慎把拎包遗留在座位上，回到家后才发

现拎包不见了。于是，蔡女士马上拨打该

分公司的客服热线进行询问。经过客服人

员的耐心调查，得知确实有一个拎包放在

209线公交车上，并已由当班车长王斌拾

获。随后，蔡女士来到丹灶公交总站站务

室认领失物，并写了一封感谢信，赞扬王斌

拾金不昧的高尚精神。

公交车长毫不犹豫及时归还失物，其

背后是佛广公汽高新分公司多年来对诚信

文化的推广与有效践行。多年来，不管乘

客遗落的物品价值多少，当班车长拾获后

都能及时归还，这已成为该分公司企业文

化中诚信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文明

佛山增添了一抹流动的“诚信风景线”。

珠江时报讯（记者/马一右
通讯员/文宏）“能让乘客早点

回家团聚，我也替他们高兴！”

2023年春运，佛广公汽高新分

公司南高12线公交车长陈卫中

再一次选择坚守岗位。这已是

他春节在岗的第十三年。

陈卫中曾是一名优秀的军

人，退伍后加入了公交队伍，自

此每年春运从不缺席，一如平时

用热情服务及安全驾驶践行着

军人本色。期间，他荣获了

2022年星级驾驶员、2019年狮

山镇星级公交文明驾驶员等荣

誉称号。

“安全是第一准则，我时刻记

在心里。”多年来，陈卫中始终把

安全工作放在第一位，并尽心尽

责、细心耐心服务乘客。有老人

上下车时，他格外留心老人是否

安全上下车。遇到学生集中放

学，他总是提前将车停下，避免学

生拥挤发生危险。对待外地乘

客，他耐心解答疑问做好向导。

因为家在本地，他把春节期

间的休假全部都让给了外地同

事。每当大家伸起大拇指夸奖

时，他总这样说：“还是把机会让

给家比较远的同事，我晚些回家

看家人就好了。”

每逢假日，陈卫中将

平日的各项工作检查得

更全面，准备得更细致。

清晨6时，他便早早来到站

务室，做好个人防护，发车

前对车厢进行全方位清洁、通

风。他每天驾驶干净整洁的公

交车，将一批又一批的乘客安全

送达目的地。多年来，他频频获

得乘客的赞扬和鼓励。对此，他

很欣慰，“获得乘客的理解、支持

是我前行的动力。”

陈卫中在平凡岗位展现出军

人风采，拾金不昧对他来说是“家

常便饭”。一次，陈卫中执行任务

过程后例行检查车厢时拾获一个

手提包，内有现金6200元及重

要证件。他立即将拾获物品拍照

留底，并交至站务室。经过一番

找寻，最终归还给了失主。

行稳致远“初心路”，车厢服

务“无终点”。陈卫中表示，既然

选择了这份工作，就要真心热爱，

全身心投入，全心全意做好服务。

佛广公汽高新分公司南高12线公交车长陈卫中：

连续13年坚守春节岗位

拾遗及时归还狮山车长获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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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车长陈卫中用热情服务

践行军人本色。 （通讯员供图）

■工作人员把车辆清洁得干干净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