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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帆报道：危急时
刻，他挺身而出，勇敢相救；困难面前，
她永不放弃，撑起家庭。近日，斗门区
的张伟余、潘宣琴入选2022年第二季
度“中国好人榜”广东省候选人（广东
省候选人共8人，珠海市共2人）。

张伟余：两次挺身而出救人

张伟余出生于1980年，2003年成
为珠海市公安局斗门分局新青派出所
的综治队队员。2021年5月28日23
时许，张伟余回到位于井岸镇西埔村的
住宅楼下，听到有孩子声嘶力竭的哭
声。他拿着手电筒仔细搜索寻找，发现
一小女孩头部卡在五楼防盗网，四肢悬
空，不停挣扎，随时有窒息和坠落的危
险。张伟余冲上5楼，破门而入，在屋内
阳台将女孩轻轻托起，小心翼翼地调整
位置，最终将女孩从防盗网的缝隙救回
室内。张伟余在撞门过程中肩膀严重
挫伤。

这并不是张伟余第一次挺身而
出。2016年7月，他曾不顾个人安危，
勇闯火海救出一家3口，获评2017年
珠海市见义勇为模范和珠海市见义勇
为银奖、广东好人。

在综治队员岗位上，张伟余曾多
次配合民警参与接处警、抓捕、打击违
法犯罪和救助群众等公安一线工作，
后转到社区工作岗位成为一名户管
员。

“入选‘中国好人榜’广东省候选
人，对我是一种鼓舞。”张伟余表示，自
己将继续坚守惩恶扬善的初衷，保持

对治安工作的热爱，在群众遇到危险
时全力以赴。

潘宣琴：“铁人”撑家21年

清晨时分，在白蕉镇凤山公园，今
年50岁的斗门区市政管理所环卫工
人潘宣琴已到岗，开展一天的清扫工
作。

21 年前，潘宣琴的丈夫不幸早
逝。她处境艰难：婆婆患有糖尿病；大
女儿刘桂绿患有哮喘和淋巴脑瘤；小
儿子脑部发育畸形，生活无法自理。
她没有再婚，也没有放弃任何一个亲
人，而是选择当个“铁人”，独自撑起这
个家。她在家里照顾老人和孩子，对
老人从不懈怠，尽自己所能让婆婆吃
好住好，直至婆婆2008年去世；在工
作上任劳任怨，每当有大型突击任务，
她都放弃轮休，加班加点。

潘宣琴为家庭的付出，刘桂绿一
直看在眼里。她坦言，面对种种苦难，
自己也曾想过放弃，是母亲的一番话，
让她有了继续治疗下去的动力：“妈妈
说，没有我们，她无法独活。那一刻，
我意识到，相互依靠、支撑，才能共度
艰难时光。”

耳濡目染下，刘桂绿逐渐形成坚
韧不拔、乐于奉献的精神，并积极投身
公益事业，回馈社会。

21年如一日，乐观坚强的潘宣琴
坚持了下来。结束一天的工作后，喝
上一杯孩子们递来的茶水，她便感到
很知足。“最宝贵且快乐的时光，莫过
于和家人在一起。”潘宣琴说。

□本报记者 王帆

今年86岁的谢爱民有着41年党
龄，是珠海市精神文明建设义工协会
的资深义工。前半辈子，她是小学老
师，是无数孩子们的“提灯人”；退休
后的33年里，她在志愿服务事业中开
启另外一种“奉献模式”，持续发光发
热。

这么多年来，她不为名、不为利，
做好事不求回报，感染了无数年轻
人，带动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加入志愿
者队伍，让志愿服务精神传承下去。

多年来，谢爱民获得“全国最美
志愿者”“广东省最美志愿者”等称
号，被评为2021年第三季度“广东好
人”。

成为义工协会创始队员

“这些是铁线莲，这些是桂花，花
都开得很漂亮。”近日，谢爱民在香洲
区东风社区家中一面忙着浇花，一面
一脸笑容地为记者介绍着家中阳台
的“小花园”。

因为年龄的原因，她已较少冲在
志愿服务第一线，但是她一直关注着
志愿服务活动事务。作为珠海市精
神文明建设义工协会的永远名誉会
长、资深顾问，她常在微信里回复义
工们咨询的一些问题；当协会里开展
义工活动、发动捐款活动时，她也带
动老义工们积极参与，捐款捐物。

1988年，退休后的谢爱民来到珠
海定居。1989年，珠海市精神文明建
设义工队成立，这是珠海市精神文明
建设义工协会的前身，当时有33名义
工，谢爱民是其中一员。

“那个时候，成立义工队，就是希
望发动义工们开展一些环境整治活
动，保持好大街小巷里的卫生。”谢爱
民说，那个时候大家分成多个小组，
到各个社区去巡查卫生、进行清理，
还拿着“大喇叭”开展爱护环境、文明
行动等方面的宣传。

为了增强义工队的力量，从1989
年到2004年之间，谢爱民与其他志愿
者们，先后联系了6所中学、3所大学，
动员学生加入义工队伍。

“当年大家都没有手机，联系也
不是那么方便，我们就骑着自行车，
到一所所学校里面去宣传。”谢爱民
说，义工队得到了许多学校的支持，
越来越多的学生参与到义工队中，学
生们在学校成为骨干力量，也为周边
社区的居民干了不少实事、好事，“不
少青少年们还带动了家庭成员也加
入义工队中，义工队伍不断得到壮
大。”

资助困境家庭学生

谢爱民还扶贫济困，关心困难群
体。每年节假日，她都组织队员到福
利院、敬老院慰问小朋友和老人们，
给他们送礼物。她积极与街道、社区

一起组织开展公益夏令营活动，有时
还亲自为学生讲课。

谢爱民还经常召集志愿者们参
加和支援由慈善机构发起的自然灾
害募捐活动，曾为东南亚大海啸、汶
川地震、玉树地震等受灾群众募集
善款。

她积极响应市妇联开展的“春
蕾助学”和“爱心父母牵手困境儿
童”活动的号召，在2002年至2009
年间，为斗门区和香洲区狮山街道
辖区的特困生进行一对一、多对一
的帮扶。2016 年至 2018 年，她每
年资助阳春市安马小学的一名贫困
小学生1200元。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
来。谢爱民带头链接资源，在防疫物
资最紧张的时刻，为社区捐赠价值数
千元的防疫物资，并动员老义工和身
边人向市红十字会捐款。

33年来，谢爱民的志愿服务工
作从未间断过，她的个人志愿服务时
长已超过2万小时。在她和其他资深
义工带动下，协会的义工从最开始的
33人发展到如今的26300多人。33
年来，协会义工们的志愿服务时长超
过70万小时。

“其实我就是学雷锋，能多做一
点就多做一点。当年队伍成立的时
候，宗旨是不为名、不为利、义务为社
会服务，不断推动社会的健康文明发
展，奉献爱心、传播文明，这是支撑我
33年的初心。”谢爱民说，每当看到珠
海的环境有变化、被帮助者人生得到
改变、珠海的文明行为蔚然成风、志
愿者人数不断增加时，她内心就感到
无比高兴和欣慰。

“广东好人”谢爱民退休后发挥余热志愿服务33年

学雷锋，能多做一点就多做一点

谢爱民在自家阳台上打理植物。 本报记者 程霖 摄

张伟余在整理仪容仪表。

潘宣琴在清理卫生。 本报记者 张帆 余浩然 摄

本报讯 记者何进 通讯员杨小江报
道：近日，珠海交警部门对违停等17种
违法行为开展集中整治行动，并邀请广
大市民举报，当天在全市范围查获各类
不文明交通违法行为上千宗。

马路当成停车场
交警查处667辆违停车

当天上午，拱北交警大队根据市民
举报，来到侨光路、昌平路、华平路、港三
路、竹石巷等道路整治违停。在侨光路，
不少机动车直接“骑”上了机动车道停
放，过往行人被迫走上马路，造成了人车
混行的危险。交警逐一通知车主驶离，
对无法及时移走的违停车辆处以罚款
200元的处罚。

南湾交警大队交警来到珠海大道辅
道、南湾大道、屏工中路、屏西AB路和
丰华路整治违停。交警在现场看到，有
不少司机贪方便，把车稍稍靠边就停车
走人。交警在现场劝离了67辆小车，对
26辆没有及时移走的车辆处以罚款200
元的处罚。

金唐交警大队在芳园街、哈工大路、
港乐路、前湾五路、金同路、白埔路、金唐
西路整治违停，这两条路本来就不宽敞，
车辆随意停在路边，影响了其他车辆通
行。交警通知车主移车，对没有及时移
走的车辆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

金湾交警大队在红旗镇违停高发路
段进行巡逻执法。在广安路上，交警发
现多辆违停小车，依法对司机处以罚款

200元的处罚。
当天，有市民举报在斗门朝富路有

多辆小车违停在路边。斗门交警大队交
警立即赶到现场，发现黄方格上、人行道
上都有车辆违停，交警依法对违停车辆
进行处罚。

还有市民举报平沙三虎大道上大量
车辆违停，路面几乎变成了停车场。高
栏港交警大队立即赶到现场，通知车主
移车，对未及时移走的车辆进行处罚。

报废车遭闲置
交警清理15辆“僵尸车”

香洲交警大队交警在兴华路泉瑜大
厦路段对一辆粤CS××92号深蓝色小车
进行核查，发现该小车已达到报废标准。
交警依法拖移车辆作进一步调查处理。
随后，香洲交警根据市民举报，来到为农
街核查一辆粤CG××14号银色小车。
该车已经有15年车龄，在2018年以后再
也没有办理年检，已经达到报废标准了。
交警依法拖移车辆作进一步调查处理。

当天上午，拱北交警大队根据市民
举报线索，在情侣南路中天维港附近寻
找一辆粤 CJ××82 号墨绿色“僵尸
车”。找到车辆后，交警发现该车年检有
效期至2016年6月，已达到报废标准，
交警依法拖移车辆作进一步调查处理。

珠海交警当天在全市范围开展的文
明交通建设集中整治行动，共查获各类
不文明交通违法行为1163宗。其中，机
动车违停667宗、僵尸车15宗、乱鸣喇
叭26宗、打尖插队24宗、大车不靠右32
宗、不礼让斑马线 12宗、不系安全带
105宗、开车打手机12宗，行人、非机动
车违法295宗，劝离违停车辆433辆，教
育违法司机178人。

珠海交警开展文明交通建设整治行动

重点清理查处违停车僵尸车

珠海交警拖走违章车辆。 本报记者 李建束 通讯员 杨小江 摄

本报讯 记者马涛报道：18 日下
午，国家税务总局香洲区税务局第一
税务分局组织“青年文明号”来到优特
汇购物中心，举办“移动纳税人学堂”，
为市民群众提供“面对面咨询互动+手
把手辅导教学”的税费服务体验活动，
帮助广大市民“一站式”破解税务难
题。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市民纷纷驻足
观看。“等单的时候，刚好看到这场活
动。”在商场等待接单的外卖小哥刘先
生告诉记者，“我是自己购买社保的灵
活就业人员，每天送外卖非常忙，今天
趁这个机会，在税务人员的辅导下我学
会了在手机上交社保费和查询具体参
保明细了，真的非常方便！”

针对本月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即
将截止的事项，此次活动还特别针对个
人所得税汇算政策进行宣讲。珠海中
影海垚电影城有限公司财务人员杨先
生听完讲解后说：“税务人员给我们详
细讲解了个税汇算的实操步骤，告诉我
们如何进行简易申报或标准申报，还介
绍了专项附加扣除的政策细则，干货满
满，非常实用。”

据悉，香洲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青年文明号”充分发挥青年干部的专
业性和积极性，在活动中为市民一对一

辅导个税汇算操作步骤、讲解社保费阶
段性缓缴新政。前来商场的市民群众
纷纷拿起手机，在税务干部的带领下现
场体验用手机办理日常税费事项，便捷
的办理体验让市民群众纷纷竖起大拇
指。

据了解，近年来，珠海税务部门聚
焦纳税人缴费人“急难愁盼”问题，不断
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拓展“非接触式”税
费服务渠道，精简办理流程、减少资料
报送、提升网办体验、提供个性化服
务。为让这些便利举措精准落地，珠海
税务部门充分发挥“青年文明号”力量，
引导青年税务干部化身“宣传员”“辅导
员”，通过进园区、进企业、进校园、进社
区、进商圈等多种方式进行精准宣讲辅
导，为市民群众和企业提供“一站式”便
捷办税服务体验，有效提升了纳税人缴
费人获得感。

香洲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局长
李莉表示：“接下来，我们将深入践行

‘干多干好干出彩’绩效文化理念，继续
发挥青年骨干力量，持续延伸‘10分钟
党群税费服务圈’服务触角，丰富拓展
纳税人学堂、便民办税点功能，为广大
市民群众就近咨询税收政策、办理税费
业务提供便利，不断提升纳税人缴费人
满意度。”

“青年文明号”举办“移动学堂”
为纳税人提供“一站式”便捷办税服务体验

税务人员为市民介绍税费业务办理方式并赠送操作指引小手册。
本报记者 钟凡 摄

本报讯 记者何进 通讯员赵玲
珍报道：18日下午，翠香街道山场社
区党委、居委会在五洲花城世派街举
办了山场社区第三届儿童公益集市
暨“山长水远公益慈善基金”成立仪
式，吸引了社区党员义工骨干、爱心
商企及社区亲子踊跃参与。

为探索公益力量助力社区治理新
路径，公益集市现场举行了“山长水远

公益慈善基金”的授牌仪式。该基金
由山场社区党委联合翠香领航成立，
致力于解决居民的小急难事，探索由
社区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社会治理
模式。目前，该公益基金接受了3家爱
心商企及92名个人的捐赠，筹集近12
万元，将会用于改善公共设施、救助困
难群众、丰富文化生活等民生领域，以
促进山场社区服务多样化和精准化。

翠香街道山场社区：

举办公益集市 成立慈善基金
□本报记者 康振华

蓝天白云，青砖灰瓦，街巷洁净。
绿荫之下，居民悠然自得，游客三五成
群，一派祥和。这是南屏镇北山村的
美好景象，也是南屏镇高标准、高质量
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一个生动缩
影。

《珠海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管
理条例》颁布实施一周年来，珠海华发
市政综合服务有限公司对全镇4个社
区、23条自然村实施硬件设施提升改
造，完成撤桶并点工作，现已建设完成
51个时尚美观、功能齐备的垃圾分类
投放亭，杜绝了垃圾堆放引起的各类
卫生问题，改善了自然村整体人居环
境。

走进南屏镇，灰瓦红柱、古色古
香的分类投放亭，与村居青墙灰瓦的
古朴建筑相得益彰，成为一道时尚靓
丽的风景线。

南屏镇将垃圾分类宣教融入生
活，每个投放点均配置督导员，“手把
手”教导居民正确投放生活垃圾；定期

开展大型入户宣传和垃圾分类主题
活动，全面提高居民垃圾分类知晓率、
参与率和准确率。

同时，南屏镇还加大宣传推广投
入，在每个分类投放亭设置宣传栏，分
类指引、条例重点事项一一“上墙”，引
导居民养成正确分类投放习惯。各
村开展“绿色银行”积分兑好礼活动，
为正确投放垃圾的居民盖章、兑换生
活用品，鼓励更多居民践行垃圾分类
并养成习惯，不断提高居民的垃圾分
类意识。

南屏镇结合每个自然村特色，因
地制宜打造“一村一亮点”。比如，该
镇为北山村量身定制“文旅+垃圾分
类”模式，结合当地鲜明的文化艺术气
息，将醒狮形象设计成“新时尚IP”，
各类垃圾分类宣传标语、宫灯、石墩、
道旗、墙绘、小品装置随处可见，为垃
圾分类带来满满的“文艺范”，成为备
受游客喜爱的新时尚“网红打卡点”，
提升居民垃圾分类认同感，一步步让
垃圾分类观念深入人心，一步步打造
珠海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样板村。

南屏镇：

垃圾分类“分”出高颜值村居

“小摊
主”尝试吆
喝叫卖。
本报记者
赵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