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斗门区农村“十星级文明户”邝育少家庭：

良好家风代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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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帆报道：在斗门
镇小濠冲村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
庭：妻子邝育少是小濠冲村委会干
部，丈夫郭永福在一家船厂工作。
左右邻居眼中的他们是夫妻恩爱、
尊老爱幼的典范。近日，邝育少家
庭获评2022年斗门区农村“十星级
文明户”。

前几天的一个晚上，邝育少来
回开车近50公里，从斗门到广珠城
轨明珠站接出差归来的郭永福回
家。结婚多年，两人的感情依旧如
初。感情需要经营，家庭同样如
此。二人秉承的言传身教理念，由
上一辈延续至今。“家公以前做过村
党支部书记，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党
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邝育少说。

邝育少在小濠冲村委会负责妇
女和儿童等方面工作。受父辈影
响，她在 2009 年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面对村里有困难的妇女，她逐
户上门了解情况，为她们争取政策、
想方设法解决困难。同时，她也非
常关心村里的留守儿童，经常鼓励
他们参加村委会组织的课余文化活
动，助力他们健康成长。兢兢业业
工作的邝育少，也收获了村民的好
评。“平时她很关心我们，刮风下雨
的时候，她都和村委会的人来家
里。”村民李焕求说。

邝育少说，获评“十星级文明

户”，这是对她的一种肯定，也是一份
责任。她希望和郭永福一起努力，通
过言传身教，让两个女儿能够自立自
强、热心公益，传承良好家风。“今后
我俩将继续保持文明家风，孝老爱

亲、关心邻里、注重家庭教育，带动身
边的其他人。”郭永福表示。

2022 年斗门区农村“星级文明
户”创建工作由斗门区文明办联合该
区妇联开展，旨在通过评选模范家

庭，更好地发挥“星级文明户”带头作
用，以良好家风带动乡风文明，助力
乡村文化振兴。据悉，该区共有
2119户家庭被授予“星级文明户”称
号，其中“十星级文明户”187户。

本报讯 记者何进 通讯员叶晓瑜
报道：8月6日，翠香街道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开展了“文明城市大家谈·传递
生活‘小确幸’”主题活动。本次活动
邀请了居民代表发言，向大家讲述文
明城市建设给他们身边环境带来的新
变化。

家门口修建社区公园、农贸市场
越来越干净、新设的乒乓球台为居民
科学健身提供方便……如今，走在翠
香街道的大街小巷，可以看到一些原
来破损的墙面被粉刷一新，“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
保”等文明城市公益广告随处可见，文

明氛围日益浓厚。街坊们身边的居住
环境越来越好，街区越来越宜居，居民
的幸福指数也进一步提升了。

城市文明建设不仅体现在高楼大
厦上，也体现在背街小巷、居民小区生
活的细节里。

青竹社区居民代表王建金分享
说：“我居住的青竹花园中北区申请到
了‘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如今，小区
焕然一新，改造后的小区人车分流，再
也不怕晚回家难停车；修建了社区公
园，丰富居民日常娱乐休闲活动；小区
楼栋出入口、广场等都设置了无障碍
坡道、座椅、扶手等，方便了家里老年

人生活。文明城市创建的成果惠及到
了我们群众。”

身边的变化最能引起居民的共
鸣。兴业社区居民代表罗文珍说：“我
住在一城花园，22年来，小区一到下雨
就积水。这次在街道和社区的大力支
持下，这个顽疾终于得到了解决，小区
198户业主无一不拍手称赞！还有我
们小区附近的瀚高市场，近期也进行
了全面升级改造，翻新外墙、划定停车
位等，一改往昔‘脏乱差’形象，听说
最近要重新开张了，街坊们都很期待。”

在翠香街道文明城市创建系列活
动的引导下，居民的主人翁意识得到

激发，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高涨，构筑
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格
局。对此，多次参加社区志愿服务的
康宁社区热心居民荣树龙深有感触：

“近几年，社区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
小区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宜居。街道、
社区花了大力气，对老旧小区楼道、楼
顶乱堆放情况进行了集中整治，还把
破损的墙面都刷新了。我和身边很多
热心居民一起参加志愿者队伍，参与
到了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行动中，清扫
卫生死角、整理楼道，规整共享单车、
清理绿化带垃圾，为文明城市创建贡
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文明城市大家谈：

翠香居民畅谈“身边事”分享“小确幸”

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林琦琦报道：
日前，珠海市医疗健康志愿服务活动“青
春志愿行·义诊进园区”在南屏科技产业
园区内举行，让产业青年在园区内就能
充分享受专业的医疗健康服务。200余
名一线产业工人接受了服务。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团市委、市青志
协、团香洲区委主办，是珠海共青团系统
贯彻落实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深化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具体要求的重要项目，
也是全市团员青年围绕市委“产业第一”
工作部署积极建功的青春行动。

活动现场，来自市妇幼保健院、市慢

性病防治中心的18名医护志愿者为园
区产业青年提供妇幼保健、中医康复、皮
肤、医学美容、精神心理等科目的义诊，
针对不同的人群进行健康评估，开展健
康宣教，为他们科普合理膳食、适度运动
及常见病预防与护理相关知识。

“平时工作繁忙，对自己的健康疏于
照顾，今天有专业的医生现场为我们提
供暖心服务，我可以趁这个机会好好咨
询，非常感谢医护志愿者。”园区青年陈
先生表示。

据团市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团市委
将加大力度动员市青年志愿者协会会
员，联系各方志愿力量，汇聚社会公益资
源，依托产业园区“青年之家”，聚焦产业
青年“急难愁盼”问题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以有力行动、有效成果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本报讯 记者何进 通讯员孙媛报
道：为进一步增强辖区居民对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的了解，营造浓厚的文明
城市创建氛围，让文明意识深入人心，8
月6日，凤山街道春晖社区联合市直挂
点单位珠海市委党校、辖区结对共建单
位珠海市监察留置看护所和凤凰小学在
春晖花园开展了“文明创建·志愿‘童’
行”上门宣传活动，90多人参加了活动。

“您好，我是春晖社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的文明使者，这是珠海文明城市创

建方面的宣传内容，可以耽误您几分钟，
我们做一个意见建议征集吗？”活动中，
大、小志愿者开展入户宣传，逐户发放
《珠海市民文明手册》《文明养犬手册》
《珠海市香洲区生活垃圾分类指南》，与
居民交谈，向他们细致讲解相关宣传资
料，耐心解答文明城市建设工作的意义。

接下来，春晖社区将继续积极鼓励
居民朋友共同参与到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中来，提意见、出新招，提升群众的知晓
度、参与率与满意度。

本报讯 记者何进 通讯员胡可敏报
道：为进一步宣传文明出行理念，营造安
全和谐的出行环境，8月6日上午，翠香
街道办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举行文明交
通志愿服务队成立仪式。

据了解，翠香文明交通志愿服务队
旨在通过开展常态化文明交通劝导行动，

加强巡查，劝阻行人闯红灯、乱穿马路等
不文明行为，提醒和劝离违停的机动车
辆，对非机动车乱停乱放行为进行劝导，
规整单车，增强居民文明出行意识。

下一步，翠香街道将继续加大交通
秩序规范和文明宣传引导的力度，助力
我市文明城市创建。

在2022年冬奥会筹办中，北京市
延庆区气象局业务管理科科长高猛全
身心投入冬奥气象综合监测系统建
设，为达到“分钟级、百米级”的气象预
报服务提供有力支撑。

多年来，不论是平时还是节假日，
是艳阳高照的晴天或是雨雪交加、大
风肆虐的恶劣天气，只要是工作需要，
高猛都像不知疲倦的陀螺一样，攀爬
在海陀山陡峭的山坡上勘查环境、踏
勘站址、建设和迁建梯度气象自动观
测站；在紧张有序的业务大厅，一刻不
放松地盯牢天气雷达图。

冬奥气象保障的“先锋”

自2022年冬奥会申办筹办以来，
高猛一直在参与海陀山冬奥气象综合
监测系统的规划布局，尤其是梯度自
动气象站网的布局。山路崎岖、杂草
丛生、气候恶劣，数不清多少次的摸爬
滚打、冒雪攀爬。几年来高猛爬山百
余次，有时汗水湿透衣襟、有时冻得双
手麻木，有时甚至需要冒着生命危险，
终于保证冬奥气象综合监测系统建设
按时保质完成。

自动气象站出现紧急故障时，为保
障冬奥气象综合监测系统的稳定运行，
不论严寒酷暑、大风冰雹，他都在第一
时间奔赴海陀山自动气象站现场排查
故障、完成抢修，以保障冬奥气象数据
的连续性和准确性，为达到“分钟级、百
米级”的气象预报服务提供有力数据支
撑，同时也为高山滑雪赛道调整及防
风、缆车等配套设施建设的顺利完成提
供了宝贵的气象资料。

有一次，冬奥延庆赛区竞技赛道
结束区自动气象站无数据返回。此
时，正值延庆区暴雪预警中。高猛不
顾危险立即赶赴现场处理故障，半路
由于车辆打滑无法前行，他跳下车和
同事徒手搬着重达30公斤的蓄电池，
深一脚浅一脚、又拉又推地爬过高达

30米落差、覆盖了乱石和冰雪的陡坡，
终于把备件搬运到了故障站点。他和
同事顾不上休息，立刻开始诊断排查、
更换备件，用最短的时间修复了故
障。由于气象设备很多螺丝精密细
小，戴着手套无法操作，高猛用牙齿咬
下手套开始维修，下山时才发现，手指
早已被冻肿，手背也冻紫了好几处，胳
膊因为长时间搬运重物而不停颤抖。
一边感受着贴身的衣服被汗水浸湿，
一边倒掉鞋子里面的雪水，高猛欣慰
地说：“数据正常了就好。”

除了做好气象基础设施建设和运
维保障外，他积极协调做好面向奥组
委等多部门的气象现场服务保障。国
家雪车雪橇中心场地预认证期间正是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时，高猛作为延庆
区第一批工作人员接种了新冠疫苗，
接受集中封闭管理，参与现场服务保
障，每天定期巡检维护自动气象站、监
控采集气象数据，为气象预报服务提
供高质量的数据支撑。

气象防灾减灾的“吹哨人”

自2011年7月参加工作以来，高
猛先后从事测报、防雷、重大活动服务
保障、气象宣传和重大项目管理等工
作，以不畏困难、勇挑重担的精神出色
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他曾获得北京市
气象局第四届“青年气象之星”等称号。

近年来，延庆极端天气频发：冬季
多场大雪、春季极端大风、入夏极端高
温、入汛极端局地短时强降雨轮番上
阵。高猛与同事们立足大局，面对连
续的长时间作战毫不退缩，充分发挥
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圆满
保障了重大天气和冬奥重大工程平安
度汛。

在服务经济社会上，高猛也充当
了“排头兵”的角色。2020年，延庆区
创建成为北京首个也是唯一一个“中
国天然氧吧”。在创建过程中，高猛参
与前期调研、申报材料撰写和数据统
计分析等工作。创建成功后，高猛又

积极参与编写《“中国天然氧吧”助力
延庆绿色发展三年行动计划》，还研究
学习负氧离子观测仪器原理，分析比
对数据质量，组织规划站网布局，推动
了“中国天然氧吧”后续发展。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此
刻正是冬奥气象服务保障的关键时
期。高猛一面开展冬奥气象设施建设
维护保障，一面开展冬奥气象服务现
场保障。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高猛
主动响应上级号召，第一批下沉社区
值守。夜间值守对大部分人来说比较
艰难，但高猛没有觉得白天繁忙工作
是理由和借口，主动向组织请缨，承担
起夜间11点的值守。对于需要陪伴
的孩子和家人，对于做心脏搭桥手术
的岳父，高猛一直心怀愧疚。但是，他
时刻牢记自己是一名党员干部，要冲
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高猛说：“气象人就是没有怨言、
不求回报、默默奉献。”

文/图：中国文明网

北京市延庆区气象局业务管理科科长高猛：

给冬奥最“硬核”的气象服务

青年医护志愿者上门义诊
南屏科技产业园200余名一线产业工人接受服务

青年医护志愿者为一线产业工人上门义诊。 团市委供图

凤山街道春晖社区举办文明城市创建宣传活动

鼓励居民提意见出新招

小志愿者参与清理小区垃圾。 本报记者 赵梓 摄

翠香街道成立文明交通志愿服务队
常态化开展文明交通劝导行动

志愿者帮扶长者过马路。 本报记者 赵梓 摄

高 猛（ 左
一）在北京冬奥
会举办前测量
赛道雪温。

邝育少和丈夫郭永福。 本报记者 何锬坡 陈庆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