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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家园

2019年海珠区“幸福·家”系列公益服务项目启动

项目举办3年 逾110户家庭受惠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卫静雯 实习生

周月）

5 月 10 日晚上， 由海珠区精神

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海珠区文化

广电旅游体育局、 共青团广州市海珠

区委员会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 “新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暨 2019 年海珠区

“幸福·家” 系列公益服务项目启动仪

式在海珠区少儿图书馆举行。 现场受

助青少年、 爱心企业代表共计 120 余

人献上精彩表演。

据介绍， “幸福·家” 公益服务项

目是为困难家庭青少年学习空间进行

改造， 项目通过“一桌一灯一书柜”

的微改造， 让孩子可坐在书桌前安

静学习。 该项目经过 3 年的积累，

已有超过 110 户困难家庭受惠， 其

中 10 户家庭为全屋改造， 2 户家庭为

梅州市大埔县异地扶贫改造。 同时，

还为 2000 名青少年送去图书、 文具、

书包等用品， 总计服务时数达 11000

小时。 截至目前， 海珠区共募集项目

资金 175.2 万元。 “幸福家” 计划也成

为了 2019 年海珠十大民生实事之一，

继续让海珠更多青少年受惠。

活动当日， 现场分为舞台、 体验

摊位两个部分， 青少年们既可在舞台

上展示自我， 也可参加趣味摊位“我

的宣言” 大声喊出心里话。 “我一直

很喜欢‘幸福·家’， 在很多哥哥姐姐

帮助下， 家里终于有了漂亮整洁的学

习空间， 我可以在新书桌上练习书法

啦。” 受助青年小君说。

随后 ， 受助青少年在现场填写

“幸福书单”， 挂在许愿树上， 寓意着

2019 年“幸福书单” 正式发布。 据了

解， 困难家庭青少年可通过海珠区青

年地带、 志愿驿站、 青年之家等线下

阵地， 或在“广州海珠发布” “海珠

青年” “海珠区青年志愿者协会” 等

微信公众号领取“幸福书单”， 填写后

进行提交。

据介绍， 主办方将汇总这些书单，

联合 9 个特色阅读空间共同推出“幸

福书单” 公益活动。 届时， 市民可根

据意愿认捐书籍， 为困难青少年的阅

读梦助力。

60名亲子家庭志愿者线下徒步共度母亲节

城市环保徒步 亲子“益”起行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诗敏 通讯员

梁懿）

5 月 12 日上午，由海珠区精神文

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共青团海珠区委

员会指导、广州市羊城志愿服务基金会

资助、 海珠区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办的

“浓情五月，亲子益起行”城市环保徒步

活动在珠影星光城暖心开展，60 名亲子

家庭志愿者以线下徒步行动宣传环保，

参与城市环境维护及美化工作。 同时，动

员青年关爱社会弱势群体， 在手工制作中

奉献爱心，以“特别”的方式共度母亲节。

活动现场，父母和孩子大手牵着小

手，身穿绿色志愿小马甲，表演广百新

一城驿站志愿者带领的《一起来，更精

彩》热身操。随后，60 名亲子家庭志愿者

以分组的形式，沿着城市的道路陆续出

发。 亲子团队在徒步过程中倡导文明环

保低碳出行， 当发现有环境卫生问题

时，现场进行清理。 如果无法解决，就拍

下照片添加具体地点，上报城管局相关

部门处理。 值得一提的是，亲子家庭志

愿者还沿着徒步路线进行环保宣传，在

经过赤岗涌时进行“洗河行动”，呼吁广

大市民爱护城市环境，每个人都可以成

为“城市小管家”。

本次活动还在沿途设置了任务打

卡点， 当徒步经过广州市文化馆时，亲

子家庭志愿者共同完成了一项“暖心”

的行动———做手工花和串珠。 据悉，这

些各具特色的手工品将被送给彩虹计

划的服务对象———省二医的病患儿童。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希望患病儿童收到

礼物和祝福时能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

爱，以微笑和积极的态度面对病痛。

“文明使者”志愿服务活动在海珠区举行

青年志愿者齐齐守护广州塔

信息时报讯（记者 刘诗敏 通讯员 梁懿）

为加强海珠区旅游景点

秩序管理与维持，进一步展现“文明海珠，文明广州”的城市氛围，劳动

节期间，海珠区政法委联合海珠区青年志愿者协会围绕“弘扬劳动精

神，争当时代先锋”主题，组织了 150 名海珠志愿者开展广州塔假期

“文明使者”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期间，海珠志愿者们手拿劳动人民造型板，邀请市民为节假日仍

服务在工作岗位上的劳动者“贴赞”，并为他们写下祝福等互动，鼓励市民向

优秀的劳动人民学习，继承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劳动精神。

活动现场的工作人员表示，每逢假期广州塔及周边景点都会迎来

客流高峰， 志愿者通过为五湖四海的旅客提供广州交通线路指引，解

决外地旅客“人生地不熟”的困难，同时通过广州景点 H5 为旅客推荐

广州特色景点和特色美食。此外，为更好地展示广州塔的视觉效果，给

游客留下纪念照，海珠志愿者还学习了广州塔全景拍照技能，更好地

帮助游客。

活动现场，受助的青少年向爱心企业赠送小礼物。 信息时报记者 陈引 摄

海珠区举办“不做

毒行侠”禁毒主题活动

小记者争当

禁毒小卫士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诗敏

通讯员 谢才志 ）

5 月 27 日， 海

珠区公安分局联合区禁毒办、 赤

岗街禁毒办， 在青年地带社工站

开展“不做毒行侠” 禁毒主题活

动。 信息时报小记者们来到海珠

区青年地带赤岗社工站， 争当禁

毒小卫士， 直面仿真毒品。

活动现场， 小记者们团团围

住仿真毒品样品区， 仔细打量着

形形色色的仿真毒品， 当禁毒专

职问及他们知道有哪些毒品时，

小记者回答道： “我知道摇头

丸， 吃了会不断地摇头， 在别人

看来就像个疯子一样！” 看来，

小记者们对毒品的认识还是有所

了解。

课堂中， 社工们通过禁毒课

件、 播放禁毒视频向小记者们讲

解冰毒、 K 粉、 摇头丸、 大麻等

几种毒品的属性及危害、 在日常

生活中应该如何拒绝毒品等。 同

时， 社工们还告诫小记者， 当发

现疑似毒品的物品时， 首先要赶

紧逃离现场， 在保证自己的人身

安全后再通知大人或报警。

禁毒课堂结束后， 小记者们

分成讨论小组， 踊跃向在场 3 位

经验丰富的禁毒专职进行禁毒知

识疑惑的提问。 随后， 小记者们

穿戴禁毒 VR 设备， 体验模拟吸

毒后身体产生的反应。

活动主办方工作人员表示，

通过此次禁毒主题活动课程， 小

记者们既学会了如何坚决对毒品

说“不”， 还激励了他们主动向

家人朋友宣传禁毒知识， 携手对

毒品 say no！

青年志愿者邀请市民为节假日在岗劳动者“贴赞”。

通讯员供图

60

名亲子家庭志愿者参与环保徒步。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