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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帆

近日，广东省文明办公布2022年
第一季度“广东好人”名单，全省共50
人获得2022年第一季度“广东好人”
称号。其中，来自珠海的施存锋、曹冬
冬获评诚实守信好人，赵晓燕、梁艳影
获评敬业奉献好人。

拾金不昧
将捡到的10万元妥善归还

2021年6月23日下午，珠海市远
见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房地产销售员
曹冬冬和该公司物业顾问施存锋，一
起开展业务工作。在香洲区第十七小
学门口左侧约20米的路边，他们发现
一辆共享单车的车篮里有一个编织
袋，里面装着一捆捆人民币。

曹冬冬与施存锋果断拨打110报

警电话，梅华派出所民警接警后立即
赶到现场了解情况，经派出所清点后
确认袋内现金正好10万元。

办案民警通过技术手段调取共享
单车后台使用记录，找到了失主汪某，
并将遗失的10万元妥善归还。“谢谢
你们，也谢谢两位拾金不昧的小伙
子！”失主汪某赶到派出所，接过失而
复得的钱款后激动地说。

因为拥有诚实守信的优良品质，
施存锋、曹冬冬两人曾获得2021年第
三季度“珠海好人”称号。

不惧艰辛
为推进横琴重大项目建设贡献力量

横琴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
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执行董事、总经
理赵晓燕，是横琴开发的建设者和
见证者，全程参与了横琴新家园项
目建设。

横琴新家园项目建设工期紧、任
务重，但赵晓燕不怕辛苦、不惧艰难，
每天坚持深入施工现场，加班加点、不
计报酬，严格把好质量关、安全关，实

现动态控制，确保了项目如期完工。
2019年初，在横琴建设工程质量

检测中心资质停牌期间，赵晓燕临危
受命，全面主持检测中心工作。面对
重重困难，她积极协调相关部门解决
问题，推动检测中心资质得以恢复，并
不断健全公司制度，使公司的经营日
臻完善，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证
证书。

赵晓燕是注册一级建造师、监理
工程师、咨询工程师，她所负责的项目
多次获奖，其中省重点项目科创中心
一标工程获得“广东省建设工程优质
结构奖”。2015年她获得“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2021年获得“珠海市优秀
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用生命守护安宁
社区居民心中的“光影”

梁艳影生前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荷塘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在任职期间，她积极发挥“头雁”效应，
牵头组建10支志愿者队伍、共约130
名党员群众志愿者参与社区治理。她

组织社区群众实施“横琴镇粗沙环与
石山村交界处人行道改造工程”等75
项“民生实事”项目，进一步改善社区
居住环境。她积极推动澳门街坊总会
进驻荷塘社区，开展丰富多彩的多元
化社区活动，助力澳门居民扎根横琴，
2021年开展相关活动约500场。

在2017年台风“天鸽”、2018年
台风“山竹”、2021年台风“狮子山”

“圆规”等自然灾害面前，梁艳影冒着
风雨到各村巡查，扛沙包、疏通雨水
渠道、劝离临险人员。2020年，新冠
疫情期间，梁艳影因身体不适查出乳
腺癌，为了守护社区居民，她仍坚持
挨家挨户地上门排查、登记和发放宣
传资料，走遍了整个辖区727栋楼、
4800 多户居民，切实做到“区不漏
栋、栋不漏户、户不漏人”。2021年
12月20日，梁艳影因乳腺癌扩散导
致病情恶化，抢救无效不幸离世。

梁艳影曾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
“广东省三八红旗手”“珠海市三八红
旗手”“珠海市最美妇联主席”称号，其
家庭被评为“珠海市文明家庭”。

诚实守信 敬业奉献

珠海4人获评“广东好人”

本报讯 记者马涛报道：每年6月
30日是“广东扶贫济困日”。记者6月
26日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今年，我市
将围绕“广东扶贫济困日”安排多场活
动，营造参与扶贫济困、乡村振兴的浓厚
氛围。其中，6月30日，将举办2022年
珠海市“广东扶贫济困日”暨全社会助力
乡村振兴活动仪式，组织爱心企业、爱心
人士现场认捐，欢迎社会各界、广大爱心
企业、热心公益人士积极参与相关项目，
支持乡村振兴与公益慈善事业。

据了解，6-7月，根据安排，市直及
中直省直驻珠各单位要组织本单位、本
系统干部职工开展爱心捐赠活动，各区
参照市的做法开展相关活动；6-10月，
广泛发动全市大、中、小学校和中职、技
校学生参加“学子献爱心”捐赠活动；积
极拓宽捐赠渠道，加快建设“6·30”活动
社会捐赠服务平台，为实现“人人参与”
创造条件，围绕“扶贫济困”和“乡村振
兴”两大主题，全市线上线下同步征集、
发动和推广各类公益捐赠项目，拓展个
体捐赠资源，扩大捐赠参与面。

依法依规开展社区扶贫济困募捐行
动，倡导广大社区居民参与“6·30”募捐
活动。鼓励各区（功能区）创新开展形式
多样的扶贫济困、乡村振兴捐赠活动，探

索各类新型捐赠方式，推动慈善捐赠由捐
钱捐物向捐技术、技能、股权等形式拓展。

同时，引导广大民营企业、市属企业
和驻珠中、省企参与我市对口帮扶阳江、
茂名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实现社会
帮扶资源与“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科
技力量+志愿者+金融助理”组团式驻镇
帮镇扶村深度融合，重点支持我市帮扶
阳江、茂名地区（31 个镇）发展，支持产
业、文化、人才、生态、组织振兴，推进镇
村同建、同治、同美。

引导和鼓励爱心企业参与我市乡村
建设行动。支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建设乡村振兴示范带，示范带动全省乡村
风貌整体提升；参与开展第三批全国乡村
治理试点示范创建和省级乡村治理“百镇
千村”示范创建活动；支持乡村公共服务、
乡风文明建设和乡村治理系列示范创建
活动，包括城乡低收入人口和困难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兼顾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养
老保障、殡葬公益事业等。

6-10月份，我市还将开展“6·30消
费帮扶云上行”系列活动。发挥互联网+
消费帮扶平台作用，联动各地市发动各大
企业和平台，通过帮农助农、惠农富农，引
导全社会广泛参与消费帮扶，做实互联
网+消费帮扶行动，助力乡村振兴。

我市将开展2022年“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
助力乡村振兴，欢迎社会各界参与

□本报记者 王帆

香洲区杨匏安纪念学校坐落于香
洲区南屏镇北山村纱帽公山下，是一
所以革命烈士的名字命名的学校，也
是一所百年老校。2017年，学校被评
为“全国文明校园”。这也是珠海市第
一所“全国文明校园”。

香洲区杨匏安纪念学校创建于
1906年，最初名为“北山杨族两等小
学”。2003年，为纪念杨匏安烈士，

“北山小学”更名为“杨匏安纪念学
校”。

绿色校园焕发红色精神

学校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
本任务，确立了“让红色学校成长绿色
生命，让绿色校园焕发红色精神”的办
学理念。学校传承烈士精神，用向美
向善的情怀、温和坚定的目光，立德树
人的职业操守书写现代文明，提升精
神文明。

学校提出杨匏安烈士的精神谱
系为“公忠不忘”“坚韧不拔”“文明
向上”，构建了杨匏安之星评选标准

“公、忠、坚、韧、文、明”六字诀的学
校育人课程体系。

学校将学生的日常行为规范与六
字诀相结合，开展争章、集星活动，每
周评六字星，每月评“学习、体育、劳
动、忠义、文明、才艺”之星，每个学期
末评选校级的杨匏安之星，培养坚韧
不拔、文明向上的阳光少年。

以核心价值观为育人目标

围绕核心价值观的育人目标，学
校重视学生的文明礼貌教育，开展五
个弯腰行动：“弯弯腰，敬个礼，弯出文
明礼仪之风；弯弯腰，伸伸手，弯出美
丽的校园之境；弯弯腰，敬长辈，弯出
孝顺的恭敬之礼；弯弯腰，道个歉，弯
出理解的包容之怀；弯弯腰，勤劳作，
弯出勤勉的劳作制品。”

学校通过弯腰行动，形成德育体
系，把文明行为有机地融合到学生的
日常生活中，把核心价值观植根于学
生的心中。

此外，为了学习杨匏安坚韧不拔、

勤学上进的精神，学校整理出低中高
三个学段的古诗词清单，将升旗仪式
与“带着360首古诗进中学”活动融
合。同时，学校还为学生甄选好书，分
年段推荐出120本经典书籍，通过诗
词传承文明，书香浸润文明。

师生成立宣讲团讲述红色故事

2021年 11月，在杨匏安烈士诞
辰125周年纪念日来临时，学校举行
纪念活动。其中，原创红色话剧《传
承》，选取了杨匏安烈士求学、清廉、教
子、忠贞不屈的故事，由师生演绎重现
舞台。

为了更好地宣讲杨匏安的革命故

事，学校分别成立了学生宣讲团和教
师宣讲团，利用学校的杨匏安精神教
育基地对到访者宣讲党史，近三年给
来自全国各地3000多名来访者宣讲
杨匏安的故事。

2021年学生宣讲团还应邀到杨
匏安陈列馆担任小小讲解员，受到社
会人士的好评。教师宣讲团则走出校
园，到高校的马克思学院、北山社区等
地方，为更多的人宣讲红色故事，发扬
革命精神。

杨匏安纪念学校全面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不断探索创新，构建文明
和谐校园，为孩子们的幸福成长，奏一
曲校园的文明之歌。

“全国文明校园”香洲区杨匏安纪念学校：

传承红色精神 培育阳光少年

本报讯 记者张帆报道：2022年度
珠海“新时代好少年”名单近日公布，全
市共有50名少年上榜，其中斗门区有
12名学生入围名单，来自斗门区珠峰实
验学校八（4）班的张悦就是其中一名。

6月24日，在珠峰实验学广播站，
张悦正专注地朗读广播稿。张悦是学校
广播站站长，喜欢主持和采访工作。她
向记者分享了一次很有意义的采访经
历。“我作为一名小记者，采访过‘两弹一
星’科学家邝冬英奶奶，她是珠海地区第
一个党支部——中共小濠涌党支部创始
人邝任生烈士的女儿。”张悦说，当时她
问了一个问题：为了祖国的科学事业奉
献了这么多，您后悔吗？邝冬英奶奶非
常坚定地说“不后悔”。“她的回答让我感
受到了为祖国奉献的精神和坚定信念，
也让我深刻地明白了一个道理，哪有什
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
行。”张悦说。

张悦刻苦好学，兴趣广泛，不仅热爱

主持、唱歌，还擅长书法、古筝，她积极参加
国家、省、市、区的各项比赛和演出，并多次
获得荣誉。在成长的过程中，她没有亦步
亦趋，而是在实践中进行思考与感悟，逐渐
形成自身独到的见解和美好的品质。

“在我眼中，张悦是一个品学兼优、
热情开朗又多才多艺、各方面全面发展
的新时代好少年，她在班级一直担任班
长，在学校担任学生会主席，是学校每一
周升旗仪式的主持人、学校少先队大队
长。”珠峰实验学校八（4）班班主任刘斯
艾赞许说。

对于获得珠海“新时代好少年”称
号，张悦谦虚地说，如果足够勤奋刻苦，
并对他人产生积极的影响，每个人都是
新时代好少年。“我认为，只要能拥有优
良的品质，比如说，自律自强、勤奋刻苦、
德才兼备等，只要能够展现出新时代的
风采，并能够在生活学习中对他人产生
积极的影响，传播正能量，都可以被称为
新时代好少年。”张悦说。

2022年度珠海“新时代好少年”评
选活动，由市文明办、市教育局、团市委、
市妇联、市关工委、市少工委联合开展，
旨在引导广大未成年人“扣好人生第一
粒扣子”。

珠海“新时代好少年”张悦：

勤奋刻苦 积极传播正能量

张悦在课堂
上回答问题。
本报记者 张帆

余浩然 摄

杨匏安纪念学
校重视开展文明礼
貌教育。（资料图）
香洲区杨匏安纪念
学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