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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家庭爱上读书

反诈宣传
“有路子”
守护居民
“钱袋子”

葛荣家庭获选 2021 年珠海市“文明家庭”
“最美家庭”

唐乐社区举办反诈趣味游园会

本报讯 记者马涛报道：
让家人爱
上读书的同时，还在自己创建的橙子
亲子俱乐部，开展女性和亲子阅读推
广活动，用自己对读书的热情带动更
多家庭爱上读书……她就是橙子亲子
俱乐部创始人、儿童发展与教育心理
学研究生葛荣。近日，市妇联、市文明
办公布了 2021 年珠海市“文明家庭”
“最美家庭”获选名单，葛荣家庭光荣
上榜。

葛荣家庭弥漫着浓郁的书香之
气。从客厅到卧室，每人都有自己的
书柜。书籍随处可见，随手可取。小
孩一出生，葛荣就通过唱儿歌、讲故
事、逛书店等方式，
培养他对读书的兴
趣，同时坚持每晚给孩子讲故事。每
周抽出固定时间全家人一起读书，并
且交流读书心得。给孩子订阅了自然
博览和儿童文学杂志，由孩子父亲带
领一起阅读，
共同享受亲子阅读时光。
在自己家庭爱读书的同时，葛荣
在她创建的橙子亲子俱乐部，专注女
性和亲子阅读推广活动。该俱乐部运
营多个阅读推广品牌合作项目，与珠
海市图书馆、正方集团——时光书屋

等机构开展深度阅读推广公益活
动。平均每月主办及协办读书活动近
30 场次。
在珠海市图书馆开展的“图图父
母课堂”父母共读活动已进行到第四
季，
“与父母共读一本书”
活动已累计举
办 20 场，
参与人数超 200 人，
让更多的
家庭走进图书馆，
爱上学习和读书。
针对妈妈们打造的“阅读成长计
划”，每周开展三场深度阅读沙龙活
动，参与人数已近 50 人，相关活动近
百场。在时光书屋开展了“时光橙长
计划”
亲子公益活动，
让更多的家庭了
解如何进行亲子阅读等。橙子亲子俱
乐部的相关活动被南方+、观海融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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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日报等媒体宣传报道。
葛荣的丈夫王坤主要负责横琴澳
门青年创业谷的运营管理工作。他坚
持业务工作和阅读学习两手抓，工作
中积极推动园区打造专门的图书阅览
室，业余时间坚持创新创业类图书的
阅读，在线上积极参与“得到 APP”的
专栏文章和电子图书的阅读，并经常
参加珠海市图书馆组织的线下阅读推
广活动。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
本。”
读书学习在葛荣家庭是习以为常
之事，他们用对读书的热情和专业带
动他人，让更多的家庭爱上读书变得
更幸福。

社区赠送爱心药箱、护肤品、便携雨衣等服务大礼包

反诈趣味游园会现场。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为快递小哥献上关爱和温暖”
本报讯 记者何进 通讯员李华报
道：为推动全社会形成理解、关爱、尊
重 快 递 员 的 浓 厚 氛 围 ，3 月 26 日 上
午，拱北街道婆石社区党委联合婆石
社区卫生服务站在辖区快递一条街组
织开展“赠送爱心药箱 关爱快递小
哥”活动。对疫情中坚守一线的快递
员进行走访慰问，为他们送上爱心药
箱、护肤品、便携式雨衣等服务大礼
包，深受大家好评。
为充分体现婆石社区对快递、
外卖
小哥的关心关爱，
提高外来务工人员的社
区融合度，
3月份，
婆石社区党委通过
“民
生微实事”
平台，
开展爱心传递，
关爱快递
小哥的系列活动。本次活动采用
“线上+
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
通过线上宣传海报
的转发和呼吁，
号召辖区居民尊重、
关爱
和支持辖区快递小哥，
为他们献出一份关
爱和温暖。在线下活动现场，
婆石社区卫
生服务站医生为快递小哥们送上精心配
置的爱心药箱，
卫生服务站傅裕君医生
现场指导，为快递小哥讲解急救技能。
傅医生介绍，
爱心药箱里是一些应急处
理药品和防疫物品，
而且药箱小巧，
方便
快递小哥放在外卖车上随身携带。
同时，婆石社区党委还为快递小
哥送上了便携式雨衣和护肤品，并现
场宣讲疫情防控政策，动员快递小哥
落实“防疫三件事”，定期进行核酸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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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场景化的设计展板，把反诈宣传变得
生动有趣 。现场还设置了“ 咨询面对
面”、
“最强反诈王”有奖问答、
“滚蛋吧，
诈骗君”、
“ 全民反诈大闯关”等游戏环
节，让居民在形式多样的互动中收获更
多的反诈知识，提高自身辨识诈骗类型
本报讯 记者宋雪梅报道：
反诈宣传
的技能，学会“拆穿”诈骗套路。现场居
“有路子”，守护居民“钱袋子”。为提升
居民反诈防范意识，了解各类诈骗的惯
民学习热情高涨，纷纷表示：
“ 自己经常
有被诈骗电话骚扰的情况 ，下载反诈
用招数和处理方法，3 月 27 日下午，高
APP 后让自己安心多了。
”
新区唐乐社区联合珠海市蒲公英社会工
据了解，
此次反诈宣传活动，
共发放
作服务中心举办“护航平安·伴你同行”
居民反诈宣传资料 300 余份，指导居民
唐乐社区反诈趣味游园会，取得良好效
果。
安装国家反诈 APP 80 余次。唐乐社区
党委书记许招谐表示：
“ 唐乐社区秉承
“擦亮慧眼细分辨，网上链接慎点
防范为先’
的工作原则，
继续
击 ……”伴 随 着 响 亮 的 反 诈 宣 传 广 播 ‘宣传为主，
声，一群戴着“反诈宣传”袖章的队伍
围绕当下群众喜欢的元素和形式，把反
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这是来自唐乐
诈宣传大众化。居民从被动接受转化为
主动参与，
让反诈宣传达到自主体验、自
社区的“反诈宣传队”，他们将反诈知
识送到老百姓身边，提醒居民保持清醒
主关注、自主传播的效果，
呼吁更多的群
头脑，不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短信、 众力量加入到反诈的行列中，织牢社区
反诈安全防护网，
让反诈宣传持久发力，
不 轻 易泄漏个人隐私，不向陌生人转
账、汇款等。
反诈氛围持续发温，从而进一步提升社
游园活动以十种诈骗典型为蓝本， 区文明和谐度。
”

香湾街道举办非遗传承亲子 DIY 活动

传承纸鸢文化 共赏非遗韵味
为快递小哥赠送爱心药箱。本报记者 赵梓 摄
测。
“ 疫情防控时期，社区的服务很贴
心，政府不仅开设免费核酸采样点，
还
关心我们，送的礼物都很实用，
都是我
们日常所需的，感谢社区。”快递小哥
代表杨先生高兴地说。

“快递小哥是这座城市的生力军，
他们在岗位上默默地奉献，为我们城
市正常的运转起着重要作用。婆石社
区党委、社区工会理应当好他们的
‘娘
家人’，下一步，我们将打造社区快递

小哥休憩驿站，免费为快递小哥提供
休息场所以及暖心服务，整合辖区爱
心企业，持续开展新就业群体的关心
关爱和服务活动。”
婆石社区党委书记
徐浩然说。

居民一个电话“大白”送药上门
拱北街道桂花社区防疫人员为居家隔离长者提供暖心服务
本报讯 记者何进报道：
“小伙
子，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我家里
的药吃完了……”
“ 奶奶，您的情况及
时上报了，我们马上联系医院为您找
药！”……近日，一通急切的求助电话
打进了拱北街道桂花社区居委会，打
电话的是社区一位居家隔离的长者，
接电话的是社区防疫专干伍嘉辉。
打电话求助的魏婆婆是 82 岁高

龄的老人，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及多
种并发症，需要长期服用市人民医院
开的药物控制病情，目前家中存药刚
吃完，可老人正配合居家医学隔离。
了解到魏婆婆的困难和需求后，桂花
社区马上向拱北街道卫健部门汇报情
况，并迅速联系市人民医院网上挂号，
由防疫人员前往医院取药，化身“大
白”快速将药物送到魏婆婆家中。收

到
“救命药”
，
魏婆婆及家人连声道谢，
感谢社区防疫工作人员贴心又暖心的
后勤保障服务。
“感谢街坊们长期以来对社区疫
情防控工作的支持，社区会继续通过
刚性管控+柔性服务，时刻做好对居
家医学隔离观察对象的全方位服务！”
桂花社区党委书记赖秋娴表示，防疫
非常时期，社区在严格落实居家隔离

政策的同时，会关注每一位居家隔离
对象的身心健康，一旦隔离对象出现
突发情况或心理焦虑情绪，社区会第
一时间想方设法为他们排忧解难、缓
解焦虑。疫情防控全民参与，社区防
疫全民支持。一直以来，桂花社区防
疫团队用心用情做好居家隔离对象后
勤保障服务，帮助每一个居家隔离对
象共克时艰。

公交车司机杨占录：

突发心梗 晕倒前将车稳稳停在路边
2021 年 9 月，杨占录入选“中国好
人榜”。
2020 年 6 月 16 日早晨，青海省西宁
市湟中公交 906 路公交车上发生惊险一
幕，驾驶员杨占录心脏突发不适，在晕倒
前的数秒内，把稳方向盘将车安全停靠
在路边，确保了车内乘客安全。车载监
控录像显示，在杨占录失去意识的前一
刻，他还紧握着方向盘。
今年 55 岁的杨占录是西宁市湟中
公交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鲁沙尔车队 906
线路的驾驶员。据杨占录回忆，自己的
身体一向健康，此前并没有发现过有心
脏方面的疾病。事情发生当日，他如往
常一样，正驾驶公交车由南佛山开往湟
中县城方向。行驶到半路，杨占录突然
感到心脏疼了一下，
“这感觉不对！”身体
的异常让他立即警觉起来，
“大概又走了
一公里左右，
我把车靠路边停住了。
”
杨占录把车停稳后打开车门，随即
陷入了昏迷。恢复意识时，他已被车内
乘客送到了医院抢救。
“醒过来的时候我
知道医生在给我做手术，当时不知道病

情，第二天中午才被告知是心肌梗塞。”
在医生的全力抢救下，杨占录终于脱离
生命危险。住院期间，领导同事、亲友邻
居前来看望，大家都对他危急关头的沉
着冷静称赞不已。
公交车驾驶员的工作非常辛苦，
每天
早晨5时30分，
杨占录就要起床准备上班，
7时准时发车。遇到需要帮助的乘客，
他会
热心提供服务，
有时遇到不讲理的人，
杨占
录也会耐心劝说，
引导乘客们遵守公共秩
序。从事驾驶行业20余年，
杨占录用心热
爱这份事业。2017、
2018 年，
他连续两年
被所在单位评选为
“优秀员工”
，
其所在的
906线路在2017年被评为
“优胜线路”
。
杨占录说，
以前单位培训里曾有关于
突然发病紧急停车的内容，
他将紧急避险
的培训知识牢牢记在了脑子里，
“发生突
发情况时，我得先把车停下来，让乘客下
车，
这是作为驾驶员的责任。
”
同事眼中的
杨占录，是工作态度认真仔细的行车组
长，此次事件后，他更是成为了安全驾驶
的榜样。杨占录所在单位特地开会表彰
了杨占录，
号召其他驾驶员向其学习。
“西宁司机停车保护乘客”的故事被
媒体广为报道，网友们纷纷留言“这就是
职业素质！”
“为这样的好司机点赞！”
“给
像杨师傅一样以一己之力挽救那么多家
庭的英雄点赞！”
中国文明网 文/图

参加活
动的孩子们
制作纸鸢。
本报记者
赵梓 摄
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报道：
一年一度
春草绿，好趁东风放纸鸢。3 月 27 日，
香湾街道市民艺术中心在三楼泊梦·多
功能培训室开展
“渔韵香湾·非遗传承之
纸鸢文化”亲子 DIY 活动，吸引亲子家
庭共 20 人参与传统纸鸢纹样绘制，传承
纸鸢文化，
共赏非遗韵味。
风筝古称纸鸢。活动开始，指导老
师对纸鸢做了简单介绍，让小朋友们了
解纸鸢的历史、起飞的原理及后续制作
时需要注意的事项，
并展示纸鸢图片，
鼓
励大家大胆创意。随后，指导老师将纸
鸢骨架、颜料、画笔等材料一一分发给大
家，
孩子和家长们在老师的指导下，
一起
动手制作纸鸢作品。

看 到 自 己 亲 手 制 作 的 纸 鸢 ，孩 子
们兴奋不已 ，家长们也赞不绝口 。一
晗小朋友的家长感慨道：
“ 没想到这么
简单就能做出这么棒的玩具。亲手做
纸鸢不仅能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 ，也
让她对传统民间艺术有了更深的兴趣
和了解。”
据了解，香湾街道市民艺术中心结
合 香 湾 渔 蚝 文 化 ，精 心 打 造“ 渔 韵 香
湾·非遗传承”系列主题活动，一直秉
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通过公益
讲座、手工 DIY、非遗主题展览等形式，
努力让广大市民感受非遗文化艺术魅
力，让每位孩子在非遗传承中涵养文化
自信。

凤山街道福溪社区：

开展护河志愿服务活动

车载监控录像截图。

本报讯 记者何进 通讯员黄瀛报
道：为了进一步弘扬“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
的志愿服务精神，
传播新时代雷锋
精神，
培养社区青少年的优秀品质，
让青
少年从小树立主人翁意识，凤山街道福
溪社区党委、关工委积极组织青少年开
展主题为
“学习雷锋好榜样·做新时代好
少年”
学雷锋月系列活动。近日，
福溪学
思坊的同学们以学习加实践相结合的方
式，
共同感悟雷锋精神，
并在社区部分河
道开展了
“河小青”
护河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一开始，社区工作人员组织同
学们开展了雷锋先进事迹学习会，积极
营造学雷锋活动氛围，以榜样的力量教
育青少年自小培养奉献友爱精神，培养

社会责任感，树立“强国有我”的主人翁
意识。同学们随后进入感想分享环节，
通过群体交流，促进志愿服务精神的传
播，
共同营造社区互助友爱氛围。
随后，在工作人员带领下，12 名社
区青少年化身“河小青”，与工作人员共
同体验了社区“巡河”之旅。一行人到
辖区河道旁绿地开展了小小“河小青”
护河志愿服务活动，在保证安全的情况
下，大家手持垃圾夹，对河道周边绿地
的垃圾、落叶等杂物进行捡拾，共同维
护河道周边环境。通过实践活动，同学
们纷纷表示理解到爱护环境、保护河道
的重要性。
据了解，
为充分弘扬志愿服务精神，
营造互助友爱的社区氛围，
下一步，
福溪
社区将成立以青少年、妇女等群体为核
心的志愿服务队伍，广泛开展特殊群体
探访、环境维护、垃圾分类宣传等社区志
愿服务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