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唐硕 通讯员

陈彩霞）

为增进对社区特殊人群的关

怀及搭建支持网络， 前进街社工服务

站链接广州市义务工作联合会的“德

誉广州， 爱暖万家” 爱心待餐服务资

源，为社区里的 20 户贫困家庭、长者

及残疾人链接了 20 份爱心早餐，并送

上了温暖。

6 月 20 日上午， 社工站工作人员

将从点都德酒楼带回来的热腾腾且健康

营养的早餐， 分袋装好并整整齐齐地

放在桌面上， 派发给社区的 20位贫困家

庭、长者及残疾人，当他们从社工手中

接过早餐，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

一份份丰富的公益爱心营养早餐带着

暖意沁入他们的心田， 收到来自社区

的温暖， 服务对象也不忘对社工表示

感谢，并对这份爱心早餐称赞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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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无小事

美林湖畔社区开展义务大扫除活动

小手拉大手 齐力爱护环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唐硕 通讯员

美林湖畔社区居委会）

为喜迎中国共

产党建党 98 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同时营造干净整洁的居

住环境， 美林湖畔社区居委会于 6 月

20 日、7 月 5 日分别联合德音力行志

愿服务队、本事幼教馆师生、广州市第

十八中学开展“小手拉大手、爱护环境

一起走”美林湖畔社区义务大扫除。

第一期活动有 19 名在册党员、5

名社区志愿者及 25 名幼教馆师生共

同参与。第二期活动于 7 月 5 日开展，

美林湖畔社区居委会、 德音力行志愿

服务队、广州市第十八中学师生共 37

人在小区内开展“小手拉大手、爱护环

境一起走”美林湖畔社区义务大扫除，

经过两个小时的打扫后， 环境焕然一

新。

活动意在进一步提升社区环境卫生

面貌，提升居民群众文明卫生意识和健康

生活方式， 同时培育孩子爱护环境的意

识，讲公德讲文明，从小做起从日常做

起，爱护环境同行动。

羊城花园社区开

展公益义卖活动

为扶贫济困

献出一份力

信息时报讯（记者 唐硕 通讯

员 羊城花园社区居委会）

为进一

步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浓厚爱心

氛围， 为社会献出一份力量。 近

日， 羊城花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组织辖区单位

（远洋明苑幼儿园）

举办“开心义卖 献出我们的爱”

公益义卖活动。

通过交易让孩子学会钱币交

易，给幼儿创设理财平台，学会礼

貌交往、推销、购买商品、增强语

言表达、计算、社会交往等能力，

引导幼儿关注生活、体验生活、学

会生活， 在情景模拟和实践中提

高实践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滴

水成渊、聚沙成塔，义卖的商品一

件件减少， 而爱心款却一点点增

多。 活动中，孩子们既得到了自己

心仪的物品，又奉献了爱心，更加

体会到了“爱”的意义和价值。

在这次义卖活动中， 共募得

爱心款一共有 1716 元，师生们的

踊跃捐款发扬了扶危济贫、 奉献

爱心的传统美德， 以实际行动向

需要帮助的贫困儿童给予了援助

之手，为扶贫济困献出一份力量！

同时希望有更多孩子心怀春风精

神，照亮他人，点亮自己。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唐硕 通讯员

莲溪社区、菁品社区居委会、天力居社

区）

为落实上级关于深入开展新时代

文明实践主题月活动通知的部署安

排，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7

月 2 日起，莲溪社区、菁品社区、天力

居社区居委会陆续在辖内开展“慈善

为民”宣传活动。

莲溪社区深入人流密集处宣传

莲溪社区响应“慈善为民月”主题

号召，7 月 4 日在辖区开展以为善为民

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旨在形成人人支

持慈善、人人参与慈善的和谐氛围。

莲溪社区工作人员连同党员及居

民志愿者一起深入到社区及商场等人

流密集处， 动员企事业单位、 社区组

织、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奉献爱心，形

成多元参与的居民， 大力弘扬了中华

民族扶贫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

让慈善进入百姓日常生活， 激发了社

区居民踊跃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

菁品社区居委会阐释慈善意义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培

育社会文明新风尚，弘扬好文明、好慈

善、好节风的崇高品德，7 月 2 日，菁品

社区居委会在辖区内开展慈善为民宣

传活动。活动当天下午，工作人员向路

过的居民分别从不同层面阐述了慈善

对于建设现代社会的积极意义， 明确

了将慈善“硕果”用于为民众办实事，

做好事的重要性， 倡导居民为慈善事

业奉献一己之力。

天力居社区派发宣传资料

为促进邻里互助和发挥慈善精

神，进一步推进幸福社区建设，天力居

社区于 7 月 2 日在辖区的中心花园开

展“慈善为民”宣传活动。 在活动中，工

作人员分别从不同层面阐述了慈善对

于现代社会所起到的积极意义， 让居

民认识到慈善是社会的细胞， 是社会

基本的元素， 幸福是人民群众最深切

的期盼。 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能进一步

宣传普及慈善发展理念， 同时提升了

辖内居民参与慈善工作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 活动现场派发了共 60 多份宣传

资料。

前进多个社区开展“慈善为民”宣传活动

人人支持慈善 人人参与慈善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唐硕 通讯员

前进街莲溪社区居委会）

为切实加强

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 进一步普及

消防安全知识，7 月 10 日， 莲溪社区

以 9 日发生的充电电动车自燃事件为

契机， 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及志愿者深

入辖区住宅小区及沿街店面开展宣传

活动，派发彩印传单，向居民群众普及

规范用电和消防安全的相关知识。

派发的传单详细介绍了消防安全

知识，如居家防火用电常识、社区火灾

的预防、 管道燃气、 电瓶车充电的方

法、火灾报警等消防知识。争取使群众

在树立安全用电意识的同时， 掌握最

基础的防火、灭火、逃生自救知识，进

而减少火灾发生， 降低火灾财产损失

及人员伤亡。

通过此次宣传活动， 提高了居民

们消防安全意识， 为营造莲溪社区良

好的消防环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莲溪社区

开展安全用电宣传

莲溪社区开展安全用电宣传活

动。 通讯员供图

前进街城管执法队

救助患病群众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唐硕 通讯员

刘灵刚）

6 月 13 日， 前进街城管执法

队巡查期间， 在中山大道汇彩路珠村

荔枝林路口处发现一名女士坐靠在路

旁，执法队员上前询问情况。

执法队员经询问后了解， 该女士

因血糖低导致出现头晕呕吐现象。 队

员为其进行简单处理后， 在热心路人

的帮助下，将其扶上执勤车辆，送往家

中。

因为前进街执法队队员的出现，

这位女士得到了及时救助， 执法队员

的善意之举得到了当事人和家属的感

谢以及路人的一致赞许， 彰显了天河

城管服务为民的良好形象。

荨襌

美林湖畔社区开展义力大扫除活动，学生及家长积极参与。 通讯员供图

前进社工站派送爱心早餐

师生们积极参与义卖活动。

通讯员供图

菁品社区开展慈善为民宣传活

动。 通讯员供图

前进执法队队员救助患病群众。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