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小青”携手守护碧水绿岸
香洲区近两百名志愿者开展巡河护河志愿清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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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报道：8月20
日，香洲区组织近两百名志愿者，分别
到凤凰河和前山河开展巡河护河志愿
清洁活动，清理、捡拾河岸上的各种杂
物垃圾，宣传环保理念和法规，用实际
行动守护碧水绿岸，进一步倡导尊重
自然、爱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当天，香湾街道海虹社区党委、海
虹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珠海阳
光时代慈善会党支部共同开展亲子巡
河护河志愿宣传活动，该社区“虹”色
动力志愿服务队队员及15个亲子家
庭共40多名大小志愿者参加行动。

行动中，志愿者们来到香洲区凤
凰河道海虹段，穿梭在河边的道路、草
地上，两三人为一组，分工合作，一手
拿着垃圾袋，一手拿着火钳夹子，清
理、捡拾河岸上的各种杂物垃圾，并劝
阻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带动了不
少过往市民群众自愿加入志愿服务的
队伍，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凤凰河道
海虹段的环境卫生得到进一步改善。
活动现场还有一支由党员志愿者、社
工组成的宣传队伍，他们手拿宣传资
料，向周边群众面对面宣讲政策法规，
发放精心制作的防范养老诈骗手册。

“虹”色动力志愿服务队是一支由

社区退役军人、“4050”人员和热心公
益居民组成的志愿服务队伍，他们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积极传播生态环保理念，
引导广大市民树立爱河护河意识，争做
爱河护河的宣传者、践行者、监督者。

南屏镇河长办等部门当天也组织
130余名志愿者到前山河边开展“河
小青”巡河护河志愿服务活动。

虽然天下雨，但却难以阻挡志愿

者们巡河护河的热情，志愿者们身穿
蓝马甲，手拿垃圾钳、垃圾袋等劳动工
具，沿河岸徒步捡拾塑料袋、废纸片、
烟头、易拉罐等垃圾杂物。同时，志愿
者们还积极向过往的群众宣传保护水
资源、爱护环境等生态环保理念，传递
志愿服务精神，积极引导居民群众参
与到志愿服务中来，呼吁大家争做保
护河湖健康的倡导者、参与者。

开展“河小青”志愿服务活动，是
南屏镇河长办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推进“美丽中
国·青春行动”系列项目的重要举措之
一。下一步，南屏镇河长办将继续组
织开展环保志愿服务活动，动员更多
关注环保人士、青少年积极投身到“河
小青”志愿服务实践中，共同守护绿水
青山。

本报讯 记者宋雪梅报道：“海洋科
研、地质化石太神奇了！我一定要努力
学习，长大了当个科学家，继续探索其中
的奥秘。”8月21日，参加了市科普志愿
者协会组织的“守护海洋·和谐共生”科
普教育系列文明实践活动后，一名孩子
对海洋科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为进一步加强社区青少年儿童对国
家海洋科学考察、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及
海洋考古等的了解，8月20日至21日，
市科普志愿者协会携手吉大街道石花社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竹苑社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唐家湾镇上栅社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联合开展科普教育系列文
明实践活动，组织多个社区亲子家庭错
峰参观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
室（珠海）和中山大学地质矿物博物馆，
激发青少年的学习兴趣，也让大家意识
到爱护海洋、保护自然的重要性。

在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

验室（珠海）的可视化中心里面，大家通
过视频了解到我国探索海洋的优势和
宏伟目标。在中山大学青年志愿者的
带领下，社区青少年们在实验室了解了
南海的海底沉积物研究开发、热液硫化
物调查研究、海洋渔业转型升级等前沿
海洋科技项目，并学习了有关科考船、
破冰船、无人母舰和“海陆空天”四基监
测等科研设备的相关科普知识。特别
让孩子们兴奋的是，现场工作人员还让
他们戴上VR虚拟眼镜，观看海洋生物
资源标本，激起孩子们强烈的好奇心、
求知欲。最后，大家来到了中山大学地
质矿物博物馆，学习了地球的相关知
识，并观赏了形态各异的化石以及自然
形成的千姿百态的矿物，进一步拓展了
眼界和知识面。

参加此次活动的中学生彭典说：“关
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是我们这个
时代青少年的光荣使命。这次科普之旅
让我们了解到国家科研实力的强大，也
大大增强了保护海洋的意识。”

家长姚军说：“这次科普活动非常有
意义，让孩子在愉快的心情中学到海洋
和地质科学知识，同时感受到环保的重
要性，大人孩子都受益匪浅。”

孩子们戴上VR眼镜探索海洋的奥秘。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探索海洋奥秘 放飞科学梦想
市科普志愿者协会组织社区家庭开展科普活动

本报讯 记者吴梓昊 见习记者陈
怡蓁报道：8月21日，斗门区正式启
动以“爱国卫生人人参与，文明城市人
人共享”为主题的秋季爱国卫生行动
月活动。此次活动将爱国卫生运动与
深化文明城市创建有机结合，为期一
个月，同期将开展由斗门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总队组织发起的卫生

环保志愿服务活动，动员全区广大居
民群众用实际行动参与到文明城市创
建中，全力营造干净卫生、整洁有序、
环境优美、健康和谐的良好环境。

当天下午，斗门区委书记、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总队长苏虎来到
白藤街道，带头参加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活动，并向群众宣传文明城市创建
全民参与相关知识。

斗门区四套班子、各镇街各单位
干部职工深入背街小巷、农贸市场，
开展卫生环保志愿服务活动，现场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并逐楼逐户向居

民群众宣传创建文明城市的常识，进
一步提高居民群众知晓率、支持率和
满意度。

在斗门区白藤街道文华湖景苑小
区，记者看到不少志愿者和居民群众
手持劳动工具，开展环境卫生大扫
除。在附近的临街店铺门口，有家长
和小朋友正拿着扫把清扫垃圾。“环境
卫生搞好了，不仅自己舒心，大家的生
活也更加健康安全。”市民林女士表示。

斗门区文明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爱国卫生行动月活动将重点抓好
老旧小区、背街小巷、城中村等环境卫

生薄弱区域的环境治理，加强对公共
交通站点、大型酒店商超等人员密集
场所以及垃圾收集点、公厕等清扫保
洁和消毒，全面开展清脏治乱大扫除，
全面改善薄弱环节环境卫生面貌，补
齐卫生短板。此外，还将对发现的不
文明行为进行及时劝导，并对沿街商
户开展“门前三包”责任宣传。

近年来，斗门区持续加大文明城
市创建力度，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今年以来，全区累计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超5000场，参与志愿者达20万人
次，人均志愿服务时长超30小时。

爱国卫生人人参与
文明城市人人共享

斗门区启动秋季爱国卫生行动月活动

小志愿者正在捡
拾河岸上的垃圾。
本报记者 赵梓 摄

本报讯 记者何进 通讯员李东原报
道：为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少年儿
童的精神文化生活，8月20日，凤山街
道梅溪社区党委结合社区“民生微实事”
项目启动“童心相融·共成长”——2022
年梅溪社区少年有“画”说系列活动，当
天，该系列活动的第一次传统绘画课共
吸引了辖区近30名青少年参与。

活动开始后，美术老师首先为青
少年们介绍了绘画的种类，并通过现
场教学的形式，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边画边向孩子们深入浅出地讲解绘画
的基本要领、素材的选取以及颜色的
搭配等知识。“色彩可以是渐变的，也

可以叠加……”在老师的指导下，青少
年们拿起画笔，时而低头专心致志绘
画，时而拿着画笔认真思考，就如一个
个小画家。老师为青少年们提供一对
一指导，单独点拨。对于迟迟不敢下
笔的学生，老师握着学生的手引导其
作画。小朋友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大
胆创作，绘出一幅幅色彩缤纷、各具特
色的作品。

本次传统绘画课，让青少年用稚嫩
的画笔描绘七彩的童年，使他们加深了
对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了解，在潜移默
化中提高了文化艺术素养，也激发了他
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民生微实事”绘出七彩童年
凤山街道梅溪社区开展少年有“画”说活动

绘画课现场。 本报记者 赵梓 摄

本报讯 记者王帆 通讯员王丽丽
报道：8月21日，记者从珠海市人民
医院获悉，为助力深化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医院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不断优化环境建设、挖掘服务潜
力，提高服务质量，为珠海市民提供更
加文明的看病就医环境。

记者了解到，为加强环境治理，
美化就医环境，珠海市人民医院对
现有的无障碍设施及母婴室、共享
轮椅等便民设施进行排查完善，确

保使用情况良好。同时，医院修整
更换破损道砖和标识，加大院区绿
化建设，时刻保持室内外环境整洁，
及时做好无烟医院宣传和劝导工
作，为群众营造干净、舒适候诊环
境。

医院在门诊大厅明显位置展示行
业规范，利用宣传栏、LED电子屏，展
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珠海市民文
明公约、讲文明树新风、“文明健康有
你有我”公益广告。

医院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医院第二十四党支部每日安排多
名党员志愿者开展专项志愿服务工
作，在人流高峰时段奔走在医院南北
两区，清理卫生死角，并积极宣传文明
礼让、控烟禁烟等知识。

闷热天气没能阻挡大家的工作热
情，党员志愿者们穿着红马甲、佩戴党
徽，捡拾垃圾、擦拭引导牌、帮助患
者……一圈走下来，后背已被汗水打
湿。

“文明创建靠大家，希望通过我们
的共同努力，让医院的环境越变越好，
患者的就医体验越来越好。”医院第二
十四党支部组织委员、党员志愿者刘
海云说。

另外，医院不断挖掘服务潜力，提
高服务质量。医院在门诊大厅设立志
愿服务点，安排志愿者为患者充分使
用自助机、机器人等智能化平台提供
导诊、咨询等服务，减少排队等候时
间，优化服务流程。

党员作表率 服务更贴心

珠海市人民医院打造文明就医环境

□本报记者 康振华 实习生 黄鹏飞

每天清晨，早起晨练的人们都会
在斗门区白蕉镇凤山公园看见一名身
着绿色马甲的环卫女工正在唰唰唰地
清扫着地面的落叶，扫过的地面整洁
干净，让人愉悦舒适。

她就是斗门区市政管理所环卫工
人潘宣琴，50岁的她笑容朴实，常年
操劳下双鬓已染白，爬满皱纹的眼角
透露出岁月在她身上磨砺过的痕迹。
虽然一场意外过后潘宣琴的腿脚有点
不灵便，但她心里有个朴素的信
念——一定要好好工作，努力挣钱，撑
起自己苦难的家庭。

意外降临，丈夫英年早逝

三十年前，20岁的潘宣琴结婚，
丈夫是一名出海打鱼的渔民。两人婚
后育有三个子女，很不幸的是大女儿
从小患有哮喘，小儿子脑部发育畸形，
生活无法自理。但丈夫吃苦耐劳很顾
家，日子虽过得清贫，却也平淡幸福。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场意外打破了

这个家的平静，2000年，她的丈夫因
脑出血突然去世。

这犹如晴天霹雳一般，让潘宣琴
手足无措。那一年，她才28岁，三个
儿女尚年幼，并且两个患病，家里还有
患糖尿病的婆婆要照顾，看病借下的
债务也需要还。丈夫的离世，意味着
家庭失去了顶梁柱，今后巨大的生活
压力需要她独自去扛。

面对这么不幸的家庭，任谁心里
都难免打鼓。有人劝潘宣琴，趁着年
轻赶紧改嫁吧，要不可就得苦一辈子
啰。但是潘宣琴心里清楚，只要她一
走，这个家也就彻底完了。

“我虽然没啥文化，可我知道，做
人要对得起良心，不能在大难临头的
时候只顾着自己！”伤心过后的潘宣琴
擦干眼泪振作了起来，朴实的话中透
着坚毅。为了这个家，她暗暗下定决
心，无论再苦再累，也绝不能放弃。从
此，赡养老人、养家糊口、打工还债、赚
钱治病……家庭的重担实打实地落在
了这个柔弱的女人肩上。

不离不弃，照顾婆婆孩子撑起家

为了养家糊口，她应聘到斗门区市
政管理所当了一名环卫工人。每天天
刚蒙蒙亮，别人还沉浸在睡梦中时，潘
宣琴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忙碌：起床做

饭，给小儿子和婆婆刷牙、洗脸、喂饭、
喂药等，做完这些，她才去上班；中午时
分再回家做饭，来回奔波；下班后除了
买菜、做饭、刷碗、洗衣、清扫卫生等日
常家务之外还要给大小便失禁的婆婆
洗澡、擦身、换衣（一直到2008年婆婆去
世），直至晚上伺候一家老小睡下。日复
一日，从不间断。

为了有利于婆婆和孩子们康复，
她买菜和做饭精挑细选，做一些有助
于他们消化和健康的菜。她千方百计
带孩子寻医问药，每天在家为孩子做
按摩康复。劳心劳力的同时还要开导
与疾病斗争的孩子，鼓励他们坚强生
活、乐观面对困难。

在潘宣琴的言传身教影响下，初
中时罹患淋巴脑瘤的大女儿养成了坚
韧不拔、直面不幸、乐于奉献的精神。
她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回馈社会，
2013年加入斗门区青年志愿者协会，
参与斗门亲子共读经典公益大讲堂，
负责教授亲子家庭学习手语舞，9年
来服务超过900对亲子家庭。她还成
为珠海首批网警志愿者，申请登记成
为一名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兢兢业业，不知疲倦地工作

参加工作后，潘宣琴一直承担无
物业小区和市政道路的保洁工作，负

责清扫垃圾、冲洗泥沙、清除污渍、清
洗垃圾桶、清理积水等任务。直到去
年潘宣琴不慎摔倒重伤治愈后，单位
照顾她，让她承担任务相对较轻的公
园路面保洁工作。

在旁人看来，她就像上了发条，干
起活儿来不知疲倦，任劳任怨。自
2001年工作以来，她每天清晨6点上
班，每月5天的假期也基本不休息，保
质保量完成单位分配的各项工作。每
次遇到大型应急任务，她都主动要求
放弃轮休，和班组一起加班加点。因
为常年操劳，她的双手已肿大变形，自
己还患上了胃病。

“这些年单位很照顾我们，邻居们
也帮了不少忙。单位连续多年为我申
请了困难职工补助，并且发动职工和爱
心企业为我家捐款，有啥优惠政策和机
会总是想着我。现在最难最苦的时候
已经过去了，大女儿已走出阴霾还能奉
献社会，二儿子已工作挣钱，以后的日
子肯定会越来越好。”潘宣琴说道。

“潘宣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前不
久先后被评为‘广东好人’和‘中国好
人’，她孝老爱亲、坚韧不拔的事迹成
为我们教育干部职工的活教材。”斗门
区市政管理所负责人说，“遇到坎了，
我们看看潘宣琴，就觉得只要内心坚
强，再苦再难那都不是事儿。”

“中国好人”、斗门区市政管理所环卫工潘宣琴：

用柔弱肩膀独自撑起家庭“一片天”

本报讯 记者吴梓昊报道：近日，由
斗门区委宣传部、斗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联合主办的我为“全国文明村”代
言——好人面对面·文明有约主题分享
会正式启动。当天，首场分享会走进莲洲
镇莲江村，掀起好人事迹宣讲和乡贤文化
推广热潮，吸引百余名村民到场参加。

分享会现场，“中国好人”张伟余现
身说法，与村民分享了他在火场里救下
一家三口、将悬挂在防盗网边缘的小女
孩成功救下的故事；“中国好人”潘宣琴
和女儿讲述了21年来坚强乐观、兢兢业
业、任劳任怨、孝老爱亲的温情故事；“斗
门乡贤”陈长笑分享了退休后加入莲江
村志愿服务队，全身心投入志愿服务，奉
献为乡亲的心路历程。

来自各行各业的“代言人”以讲故事
的形式，用真挚的情感、朴素的语言，将
自身的好人事迹与大家分享，让在场的
村民们深受触动，不时响起热烈的掌
声。“通过好人、乡贤来讲述身边好人故
事，可以让斗门好故事在农村广泛传播，
传递正能量，也激励我多做好事、服务群
众。”村民陈女士表示。

“对村里平时组织的志愿服务活动
还满意吗？对村居文明建设您有什么更
好的建议？”在有奖问答互动环节，村民
围绕着“村居文明建设”这一主题争先恐
后地回答问题，大家纷纷举起手中“很
棒”“加油”的牌子，打气鼓劲，在互动中
加深对文明乡村建设的认识。

斗门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文明办
主任赵雪梅表示，主题分享会将组织“斗
门好人”宣讲团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
进农村进行宣讲，通过身边的人讲身边
的事，身边的事引领身边的人，讲好“斗
门故事”。

斗门两位“中国好人”走进全国文明村

宣讲好人事迹 传递文明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