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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焦点

2018年度“积极义工”评选结果出炉

岭南街共有13人和4个团队获奖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启明 ）

近日，岭

南街社工服务站评选出 2018 年度“积极

义工个人”和“积极义工团队”，共有 13 人

和 4 个团队获得此项荣誉。

“积极义工个人”（

13

人）：

司徒巧仙———

来自十三行社区，“时

光耆迹” 岭南文化导赏队后勤部部长，热

心各项义工服务，以自身的乐观感染居民

积极向上生活。

曾连友———

扬仁东社区居民，“互乐

义家”家属义工队副队长，经常为残康家

庭开展探访、家庭聚会，传递互乐互助的

精神。

黄雪清———

扬仁东社区居民，聆星义

工舞蹈队成员，在养老院慰问、入户探访

弱老等活动中总能见到她活跃的身影。

邓荣森———

“时光耆迹” 岭南文化导

赏队的队长， 经常开展社区导赏服务，积

极参与书画展， 同时还是家综图书馆义

工。

陈嫦晖———

冼基社区居民，每周坚持

参加岭南街家综图书馆管理工作，积极为

居民提供服务。

关丽珍———

共产党员，同时也是一名

积极义工骨干，虽然已经 70 多岁，仍然积

极参加义工活动，发挥党员先进性，带领

居民义工开展社区宣传活动。

叶素霞———

一名低调但是热心的义

工，平时主要活跃于“前台义工”，同时也

是导赏队的积极义工，积极参与每次的导

赏册策划小组。

林健芬———

冼基社区居民，坚持每周

参加中心图书馆的义工活动，积极参与养

老院慰问及上门探访弱老服务，凭借其开

朗的性格为居民带来欢乐。

黄连英———

十三行社区居民，曾获得

2016 年度荔湾区“最美义工”称号，现为

“互乐义家”家属义工队的队长，乐于为社

区残康家庭开展服务，传递正能量。

蔡玉梅———

冼基社区共产党员，活跃

在多个义工团队， 为居民带去关心与欢

乐。 她很喜欢写打油诗记录义工服务，传

达义工的正能量。

黄群兴———

“时光耆迹” 岭南文化导

赏队队员。 除了对岭南文化具有浓厚的兴

趣，她还喜欢烹饪，通过烹饪小组传递正

能量。

龚珍———

“前台义工队”“爱心汤义工

队”的队员，积极参加活动，带给服务对象

欢乐与支持。

霍锦进———

现为青少年策划服务队

的队长，在课业辅导服务、长者活动中总

能见到他与居民快乐交流的景象。

“积极义工团队”（

4

个）

前台义工队

———人员稳定，风雨不改

每天来到前台服务辖区居民。

爱心汤探访队———

人员稳定，每月进

行入户探访。

“互乐义家” 残康家属义工队———

以

残康家属组成的队伍，经常举办季度残康

人士庆生活动，每月探访残康人士。

岭南文化导赏队———

主导宣传岭南

历史文化，每年制作一本导赏册用作社区

宣传。

社工站在册义工

女性占比超八成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

启明）

5 月 18 日，岭南街妇

女联合会和岭南街社工服

务站联合开展“展巾帼风

采，义路快乐行”之义工快

乐日活动，共有 80 多名居

民和义工参与了本次活

动。

据了解， 在社工站登

记在册的义工当中， 女性

义工占比超过 80%， 她们

通过探访独居长者、 探访

残疾人、 义演义卖等多种

参与形式， 为社区发展奉

献自己的力量。

街坊共聚一堂

制作美食过节

信息时报讯（记者 梁启明）

6 月 3 日，岭南地区计划生育协

会、岭南街社工服务站、北斗星

社工团队联合举办了“乐享端

午，欢聚一堂”端午节温情活动。

活动节目丰富，既有听曲猜

名、 政策小知识问答等游戏，也

有 DIY 活动。 街坊们在社工站

义工的带领下， 动手制作艾糍、

水晶紫薯丸等。 活动现场，大家

一边品尝着自己亲手制作的美

食，一边聊聊家长里短，渐渐拉

近了彼此间的距离。 活动结束

后，街道还为参与家庭送上了慰

问品，问候与关心让参与家庭感

到十分温暖。

第七届“文园杯”

象棋赛圆满收官

信息时报讯（记者 梁启明）

第七届“文园杯”象棋个人赛于

5 月 19 日在广州文化公园棋艺

馆收枰，来自广州的年轻棋手张

泽岭以八战六胜二和积 14 分的

战绩夺得冠军。

本届比赛共吸引了 122 名

象棋好手参加角逐。参赛者云集

了省内外的业余棋手与民间高

手，其中包括：女子中国象棋国

家大师、曾获全国青年象棋锦标

赛女子组个人第一名的时凤兰，

广东最年轻的象棋大师程宇东

等著名棋手。

赛事在文化公园棋艺馆举

行了简单而隆重的颁奖仪式。象

棋特级国际大师许银川、象棋大

师汤卓光、广州象棋协会秘书长

关志良以及广州文化公园副主

任黄奕云等领导和嘉宾为优胜

者颁奖。

九旬阿婆玩游戏结识新朋友

和平社区开展“耆趣同乐日”长者互动居民活动

老人玩游戏夹乒乓球。 和平社区供图

信息时报讯（记者 梁启明）

6 月 1 日，

岭南街和平社区居民委员会联合岭南街

社工服务站举办了“耆趣同乐日”长者互

动居民活动。活动主办方联同青少年志愿

者、长者志愿者一起为社区长者们设计了

充满趣味性、互动性的游戏环节。

活动分为两部分，既有欢乐的长者聚

会，也有趣味十足的游园摊位。 在聚会环

节，志愿者协助带领游戏，促进长者们相

互认识；在游园摊位上，志愿者耐心解释，

引导高龄长者参与摊位游戏。 在“拍照留

念”摊位，长者们挑选自己喜好的头饰，在

镜头前展现微笑，为当日的活动中留下了

美好的回忆。

参与活动的长者纷纷表示这次活动

十分有趣。 92 岁的游婆婆表示， 自己因

为行动不便， 社交活动也日渐减少， 生

活难免枯燥， 但这次在社区和邻里的共

同邀请下， 通过活动认识到了很多年纪

相仿的街坊， 更感受到来自社区的关心，

期待以后可以更多地参加这样的社区活

动。

小朋友们欢度儿童节

岭南街开展慰问残疾人及关爱困境儿童活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启明 ）

6 月 1

日，岭南地区计划生育协会、岭南街残联

人联合会、 岭南街妇女联合会共同开展

关爱困境儿童和残疾人慰问活动。

慰问活动上， 困境儿童和父母参加

了由社工精心准备的手工坊活动。 活动

以亲子协作的形式进行， 由家庭成员共

同为环保袋进行手绘、涂色等工作。家庭

成员经过一番讨论， 最终合力完成了手

绘作品，彼此间通过沟通，提升了家庭的

幸福感。残疾人家庭则参加了游园活动，

套圈圈、夹弹珠、抛篮球等各种趣味小游

戏， 让每个家庭在游玩的过程中感受到

了运动的快乐。

身穿环保衣上台秀猫步

亲子环保时装嘉年华在沙面

实验幼儿园上演

小朋友表演节目。 和平社区供图

信息时报讯（记者 梁启明）

5 月 30

日， 岭南街和平社区联合沙面实验幼

儿园举办以“欢乐童年，低碳家园”为

主题的亲子环保时装嘉年华活动。

本次活动以环保为主题， 结合丰

富的节目演出，评选出“贤童之星”“健

康好宝宝”“游泳之星”“文明家庭”“书

香家庭”等，并现场进行颁奖。

在环保时装演出环节， 小朋友们

穿上和老师共同制作的环保时装，迈

着台步走上舞台， 脸上绽放出开心自

信的笑容。 台下的父母们也露出了欣

喜的笑容。 演出结束后，台上台下的人

们争相拍照留念。

陪孩子们过节，“白雪公主”来啦！

信息时报讯（记者 梁启明

）6 月 1 日

上午，大型互动音乐人偶剧《白雪公主》

在文化公园隆重上映。 可爱的人物造型

一亮相就吸引了不少小朋友， 过往游客

也纷纷驻足拍照， 现场气氛瞬间变得热

闹起来。

音乐人偶剧《白雪公主》以熟悉的故

事情节，优美动听的音乐，配上全新的表

演手法，让现场观众都深深地陶醉其中。

除了有精彩的人偶剧， 当天下午还在中

心台举行了“岭南少年 星梦同行”儿童

文艺汇演。活动邀请了自闭症儿童参与，

让孩子们在同台演出、 互相交流中培养

爱心、公益心和公德心，学会感恩。

演员们入场准备演出。 记者 陈文杰 摄

小朋友们看得聚精会神。 记者 陈文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