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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快递”来敲门
凤山街道福溪社区持续开展关爱项目

□本报记者 廖明山 林琦琦

“我们要给贫困孩子带去更多关
怀，发动更多爱心人士加入，让这种温
暖延续下去。”4月13日上午，黄少兰
和丈夫曾卫正商量着新一期的爱心驿
站公益帮扶计划。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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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少兰家庭
入榜。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从1993年
参加广东省“希望工程”项目至今，黄少
兰坚持从事助学助困、老人院探访、应
急救援等慈善公益活动将近30年。谈
及参与公益活动的初衷，黄少兰说：“当
时看到很多人的温饱都成问题，很多贫
困家庭孩子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我就
对自己说，要为这个社会尽一份力。”

1997年，黄少兰与同样热心公益
事业的曾卫正组建家庭。与丈夫志同
道合，让黄少兰觉得公益活动不是一
个人的“孤军奋战”。

为鼓励贫困学生勤奋读书，帮助他
们成为品学兼优的学生，2002年，这对
夫妻与珠海市车友会爱心驿站团队开启
了助学项目。迄今为止，他们带领团队
以接力帮扶的形式，帮扶包括青海、云
南、贵州、四川、广东等地在内的贫困学

生2300人次、贫困学校18所，助学金
额近63万元，物资帮扶金额近28万元。

“如果我们的绵薄之力能够引起
社会更广泛地响应，能够帮助更多困
难家庭的孩子健康成长，就是最大的
意义。”曾卫正说。

父母是孩子学习的榜样，为了让
乐于助人的家风传承，让孩子学会珍
惜和感恩，从儿子上幼儿园开始，黄少
兰夫妇便利用空余时间带着他一起参
与各类公益活动。“那时候他是最小的
志愿者，虽然还不懂我们在做什么，但
每次去探望老人家和小孩，他就很高
兴。”黄少兰回忆道。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如今，黄少
兰的儿子和父母一样，成为珠海市红
十字会的一名志愿者，他还积极参与
学校各类志愿服务活动，身体力行、尽
己所能地投身公益事业。

除了热心公益事业，这个小家庭
在工作中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在生活
中互相照顾、相敬相爱。“说实话，要完
美地兼顾事业和家庭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但我先生是充满正能量的人，给了
我很多帮助和支持，我很感恩。”黄少
兰内心充满了温暖和幸福感。

用温暖点亮希望、用爱守护家
人，是黄少兰一家对“文明家庭”“最
美家庭”的诠释。黄少兰说：“很开
心我们的家风能够得到认可，我们
会号召更多爱心人士加入公益团
队，一起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继续
传播正能量。”

最美家庭黄少兰一家：

用温暖点亮希望

本报讯 记者何进 通讯员黄瀛报
道：“有了这辆轮椅，我出门到小区转
转，方便多了！感谢党和政府的关心，
谢谢社区的照顾！”4月16日，94岁高
龄的抗美援朝老战士梁安爷爷为社区
的贴心服务点赞。当天，香洲区凤山街
道福溪社区工作人员化身“幸福快递
员”分别走访社区“一老一小”家庭，把
群众的心愿物品送到家。今年以来，福
溪社区开展特殊群众关爱工程，以“民
生微实事”为抓手，以“居民点单，社区
接单，群众评议”为原则，开展了“幸福
快递”关爱项目，通过入户走访收集社
区特殊群众“微心愿”，为特殊群众解决
实际问题。

当天，“幸福快递员”的第一站来
到94岁高龄的抗美援朝老战士梁安
爷爷家。梁爷爷的“微心愿”是一辆
轮椅。前些年，老爷子随子女定居珠
海过着简朴的生活。福溪社区工作
人员在入户走访时，了解到梁爷爷日
常出行不便，社区党委主动“邀单”，得
知梁爷爷想要一辆轮椅。当天，“幸福
快递员”不仅送轮椅上门，还为老人安
装调试，试坐后感到舒适的梁爷爷为
社区的暖心服务竖起了大拇指。

“幸福快递员”前往的第二站是社

区小朋友雯雯（化名）家。雯雯是小学
二年级的学生，自小父母不在身边，跟
着姑姑一家在福溪村居住。由于家庭
情况特殊，福溪社区关工委一直关注
着雯雯的生活学习情况，并定期上门
走访和帮助。因经济原因，雯雯没有
设备上网课，担心小姑娘的课业被耽
误，社区的叔叔阿姨们想了个办法，以
提前为小姑娘“庆祝生日”为由，通过

“幸福快递”为雯雯送上一台平板电

脑。雯雯接过心仪已久的“生日礼
物”，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连声甜甜地
对叔叔阿姨说着“谢谢”。看到小姑娘
开心的笑容，“快递员”的心也被感染
了，变得暖暖的。

群众的“微心愿”，关系着“大幸
福”。福溪社区党委负责人表示，会持
续开展“幸福快递”关爱项目，为社区
特殊群众送去暖心的帮助，使老有所
养，幼有所教。

本报讯 记者何进 通讯员
邱建儿报道：为提升少年儿童
对社区的了解程度，增强他们
的安全防范意识、应对突发事
件和危险的能力，加强垃圾分
类等环保意识，香洲区凤山街
道南溪社区分别于 4 月 9 日和
16 日举办两场“绿色分类 安
全‘ 童 ’行 ”地图绘制系列活
动。活动中，社工带领辖区儿
童实地走访社区、绘制社区安
全地图，帮助儿童学会简单的
安全预防和应对知识。

4 月 9 日下午，社工通过游
戏促进组员相互认识和了解。
随后，社工和儿童一起学习地
图三要素及相关词汇概念，了
解“比例尺”“致灾因素”“图例”
等内容，为安全地图绘制做准
备。南溪社区儿童在社区党员
志愿者的带领下，化身“安全小
使者”和“社区调查员”，用脚步
量社区，观察小区道路安全情
况。路边围墙、小岗亭都一一
成为孩子们绘制地图的地标，

孩子们还仔细观察社区下水
道、交通要道，在手绘地图上标
注警示标识和安全通行注意事
项。同时，党员志愿者还为孩
子们介绍小区内垃圾分类亭的
位置和定时投放时间，孩子们
也在写字板上认真地做出标
记，发挥“小手拉大手”作用，回
家后“督促”家长参与垃圾分
类。

“小区有个池塘，有人喜欢
溜下去玩水，存在危险，建议在
旁边树立安全警告牌。”“小区围
墙边树干较矮，小朋友喜欢爬树
上墙玩，小提醒一下。”……4月
16日下午，手绘活动继续，社工
带领孩子们回顾上周内容，引导
大家对走访标记过的安全隐患
点进行汇总，组员们通力合作，
这些沿途的风险点绘制在社区
地图上。社工还以“室外标注安
全隐患点+室内讨论分享应对方
法”的形式，强化孩子们自我防
范的安全意识，增强孩子们对风
险的识别力。活动最后，社工结
合视频与地图为大家总结了“攀
爬树木容易摔伤”“禁止高空抛
物”等存在的安全隐患。小朋友
们纷纷表示，要将所学内容分享
给其他小伙伴，共同守护南溪大
家庭。

从“一米”高度守护儿童安全
凤山街道举办儿童地图绘制系列活动

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报道：4
月15日晚，香洲区香湾街道碧涛
社区党委、妇联、关工委联合珠
海市慧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开展以“孩子
需要父母真正的爱”为主题的家
长成长营活动。

讲座中，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师、国家三级婚姻咨询师黄美
丽从家庭教育的实践和研究，
用生动的案例深入浅出地分
析了孩子的身体发育和心理
特征，告诉在座的父母如何给
孩子创造一个健康的成长环

境，父母在家庭教育中扮演什
么角色。同时，从如何做一个
优秀的父母、如何给孩子无条
件的爱、如何懂得孩子、如何跟
孩子沟通四个方面做了精彩的
分享，参加活动的家长们深受
启发，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

“这次课程让我获益匪浅，我
将更加重视家庭教育，用科学的方
法教育引导孩子，争取做一名智慧
家长，培养孩子的优秀素养。”居民
王女士笑着说，并希望社区能继续
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本次活动是“益”童成长——
碧涛社区少儿健康发展促进计划
的“民生微实事”项目内容之一，活
动旨在促进亲子关系和谐发展，从
而推动少儿心智健康发展，增强自
信心。

促进亲子关系和谐发展
香湾街道碧涛社区开展家长成长营活动

本报讯 记者何进 通讯员敏
玲报道：“喂，是将军山社区居委
会吗？我是银都酒店的保安，酒
店附近有一个流浪汉露宿街头，
怎么问话都不肯开口说话，社区
能帮忙协调解决一下吗？”4月13
日上午，拱北街道将军山社区居
委会接到辖区单位的求助电话，
社区工作人员立马联系辖区民
警，一道赶往银都酒店。

在现场，一名衣衫褴褛的男
子蜷缩在街边公共长椅上，手边
只有一个塑料袋，脚上的鞋子也
不翼而飞。将军山社区工作人员
和该男子交谈询问其身体状况，
欲确认其身份。该男子神志清醒
但语言表达不太顺畅。一开始，
男子不肯透露丝毫信息，经过社
区工作人员和民警与其温和细致
的交流，该男子终于松口，自称姓
王。王先生表示，自己来珠海是
想找工作，但前不久一次醉酒后
全身上下值钱的东西都遗失了，
仅剩一张身份证，工作一直没着

落，身无分文的他这些天只能睡
路边的公共长椅，靠捡别人丢弃
的食物充饥。

目前是疫情防控关键期，社
区工作人员为其测量体温，赠送
口罩，叮嘱王先生注意个人防
护，并给他购买了豆奶、八宝粥
等食品，并为他申请了粤康码，
联系社区卫生服务站加紧为其
进行核酸检测。当天下午3时，
王先生的核酸结果出来显示为
阴性，社区为王先生联系了市救
助站，并为他详细讲解前往救助
站接受帮助的办法。

“10多天在街头流浪，一直没
洗澡身体都发臭了，你们没有嫌
弃，还给我送吃的，帮我找住的地
方，珠海真是一个有爱的地方，感
谢政府，谢谢你们的帮助。”得到
救助后，王先生感激地说。接下
来，将军山社区将进一步筑牢社
区“防疫墙”，加强对特殊人群的
摸排，并为特殊人群送上热心关
怀。

防疫不防爱 温情暖人心
拱北街道将军山社区安全救助一名街头流浪人员

本报讯 记者马涛报道：为积极响
应“第二届珠海青年无偿献血系列活动
暨市国资系统首届献血系列活动”号
召，近期，珠海农控集团工会在星园市
场组织开展“学雷锋 献热血 齐志愿
向未来”的无偿献血活动，动员符合条
件的职工踊跃报名参与，为疫情防控期
间，大力支持我市血液供应工作发挥国
企责任担当，展现国资国企风采。

在献血点，献血志愿者们在做好
防疫安全措施的前提下，严格按照无
偿献血相关规定有序参与活动，一一
登记、核实信息、验血、献血。

现场有多次参加献血的同志，也有
第一次参加献血的新面孔，在疫情防控
期间，他们用这种特殊的方式传递爱心，
奉献社会、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参加献血的干部职工表示，将以
此次活动为契机，振奋精神，勇毅前
行，进一步弘扬雷锋精神，为社会奉献
爱心。据统计，本次活动共有36名职
工参与，献血11100毫升。

珠海农控集团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36名职工共献血逾万毫升

珠海农控集团职工踊跃报名参与
献血。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梁安老人坐上轮椅给工作人员点赞。 本报记者 赵梓 摄

防疫不防爱 温情暖人心
拱北街道将军山社区救助一名街头流浪人员

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报道：
“爷爷奶奶，小朋友喊您接种新冠
疫苗啦！”4月16日，香洲区香湾
街道水拥社区20名儿童化身流动
的宣传“小喇叭”，劝导社区老人
尽快接种新冠疫苗。这是该社区
主办的“我是社区主人翁，疫苗接
种宣传小喇叭”活动中的场景。

本次活动先向“小喇叭”们
传授了老年人群体接种疫苗的
知识，以方便他们向社区老人宣
传，随后组织了“小喇叭”们一起
设计宣传单。在社区志愿者帮
忙制作好50份接种疫苗宣传单
后，大家一起上街派发。

“爷爷，请问你接种疫苗了
吗？如果没有，请记得来接种
喔，传单上有接种地址。”“小喇
叭”礼貌又认真向社区老人介绍

接种新冠疫苗的知识。儿童稚
气却又认真的模样“萌”化了大
家的心，现场不少老人给孩子们
点赞。

派发宣传单环节结束，“小喇
叭”们又回到活动现场一起录制
视频，呼吁社区长者接种疫苗。

“他平时是胆子有点小的，
这次做志愿者，能主动大胆地和
社区的爷爷奶奶交流，我们心里
还是很自豪的，这对他也是一次
很好的锻炼。”7 岁的小宇同学
的妈妈告诉社工。

据介绍，此次活动属于香湾
街道“民生微实事”项目系列活
动之一，以通过儿童承担社区相
关任务的形式，让社区儿童在参
与中挑战自我、克服障碍，提升
自信心。

“小朋友喊您接种疫苗啦”
香湾街道水拥社区开展宣传小喇叭活动

黄少兰一家黄少兰一家。。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报道:近日，香洲
区梅华街道红山社区开展“暖心周末筑梦
未来”青少年增能小组活动，该活动旨在
提升青少年的个人成长能力，运用专业知
识帮助青少年认识到自信的重要性，学会
欣赏自己的长处，接受自己的不足，提升
综合素质，树立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活动伊始，社工向青少年介绍了开
展本系列小组活动的意义，通过参加小
组活动，在游戏过程中认识和探索自己，
认真思考，积极勇敢，大胆尝试，提高自
信。接着，在小组成员做完自我介绍并
相互认识后，社工精心设计的破冰游
戏——“数字炸弹游戏”进一步拉近了小
成员之间的关系。紧接着，小组成员进
入到“小组契约”的讨论环节，大家各抒
己见，制订出“小组契约”并郑重承诺在
接下来的小组活动中将严格执行。活动
中，组员们自由组合，形成了“冰墩墩”和

“未来可期”两个小队，并在以后的小组
活动中进行比赛。

活动结束后，大家意犹未尽，互相分
享自己的感受:“今天的活动让我觉得想
表达的东西要勇敢说出来”“在玩数字炸
弹游戏的时候，我太紧张了，但是游戏结
束后觉得很放松”……

此次“暖心周末筑梦未来”青少年增
能小组活动，是红山社区“民生微实事”
项目“关爱青少年心理问题，助力社区青
少年儿童心理健康”活动之一。

“暖心周末
筑梦未来”
梅华街道红山社区开展

青少年增能小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