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雨琦 通讯员 石溪社

区居委会）

6 月 17 日， 为加强社区环境卫生治

理工作， 营造一个干净、 整洁、 优美的环境，

石溪社区根据天河区爱卫办关于大力开展周末

环境卫生整治提升行动活动要求和街道的统一

部署， 积极组织社区居民、 志愿者开展环境卫

生清理。

活动中， 石溪社区工作人员积极发挥奉献

精神， 不怕脏、 不怕累， 认真地把花圃中丛生

的杂草铲除， 对各类花木进行修剪， 还把长期

无人打理的店铺墙面清理干净， 将杂物等垃圾

清走。

通过本次活动， 社区环境卫生状况得到了

改善， 也有助于在社区居民中间倡导环境保护

和文明生活的理念，鼓励大家从身边事情做起，

为提升生活环境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共同营造

美好和谐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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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无小事

党员群众秀才艺 庆祝建党98周年

信息时报讯（记者 梁雨琦）

今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在

“七一”建党节前后，前进街道举行

多场文艺汇演活动，社区党员、群众载

歌载舞，共同庆祝党的生日。

红色文化小天使为党讴歌礼赞

6月29日下午， 由前进街道党

工委指导，前进街社工服务站党支

部和广州市天河区绿日同学公益

服务促进会主办的“同庆党的生日，

感受党的温暖” 七一活动在明珠中英

文学校隆重举行。前进街党员、义工以

及辖区居民等近200人参加。

演出开始，孩子们和青年教师

轮番登台，用朗诵讴歌祖国，用舞

蹈献礼，共同奏响红色文化的主旋

律。《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我骄

傲，我是中国人》《红星闪闪》等节

目表达出小朋友们对党和祖国的

热爱。 精彩的演出博得现场观众的

阵阵掌声。

33年党龄的人民教师刘秀华

作为党员代表发表了演讲《永远做

一个好党员》。 刘秀华老师曾在杏

坛上辛勤耕耘；曾在没有风扇和空

调的炎热夏季整夜埋头，仅凭一把

烙铁和一只万用表帮助邻居检修

好电视；他曾经骑自行车疾驰数十

里将一名病情危急的孩子送院抢

救， 并最终挽救回一条宝贵的生

命，自己却从不要求任何回报。

刘秀华说：“我只是一名普通

的共产党员， 为人民服务是我的唯

一宗旨。今后，我将继续牢牢铭记党旗

下的誓言，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

前进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

副主任鄢程出席活动并致辞。 他指

出，广大老党员是党宝贵的精神财

富，尊重、学习、关心、爱护老同志

是青年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 据

悉，前进街年满60岁以上的老党员

共有200余人。

当天，爱心企业霸王（广州）有

限公司捐赠了价值66126元的爱心

慰问物资，为到场的约70名老党员

和优秀义工送去关怀与温暖。

菁品社区举办文艺汇演

7 月 6 日上午， 前进街菁品社

区“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庆祝

中国共产党建党 98 周年文艺汇演

在乐都汇购物广场外举行。 本次

活动由前进街文化站、 前进地区

妇联指导， 菁品社区党支部、 居

委会、 盈彩社区党支部、 居委会

等主办。

居民文艺团体和小朋友们纷

纷登台献艺。 跆拳道、 《致国歌》

朗诵、 旗袍秀、 《市集》 古筝演

奏、 相声 《买爸爸》、 街舞 《嘻哈

少年》、 扇子舞 《欢聚一堂》、 歌

唱 《我和我的祖国》 等多姿多彩

的节目轮番亮相， 精彩纷呈。

演员们与社区观众一起度过

了一段欢乐而有意义的时光。

河涌水质变好了，大家都想过足龙舟瘾

宦溪村今年第六条新龙船“到货”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雨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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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3 日早晨， 宦溪村大庙前一片

繁忙喜庆。 村民们忙前忙后，正在

为村中 2 条国际龙船“扮靓”：先安

上金灿灿的龙头龙尾，系上炫目的

红绸，再用河涌水将龙船里里外外

清洗一遍。 如此盛装打扮，是为了

用旧龙舟迎接新龙舟———3 号国际

龙，这是宦溪村今年第六条新龙舟

骏水入村。

红红火火 宦溪 3号国际龙采青

所谓“骏水”，是指新龙船第一

次下水，表达“新船落水，顺风顺

水”的寓意，同时避免了“进水”的

歧义。 还有一种解释称，是希望龙

船能划得跟骏马一样快。

两条老龙舟驶向涌口，从船厂

手中迎过新龙舟后，三条龙船一起

在涌口“回龙”，带着新成员熟悉宦

溪水。 接着，按照入村顺序，1 号、2

号国际龙依次向村里驶去，为新船

引路。3 号新龙舟紧随其后，在岸边

父老村民们的热烈欢迎中，顺顺当

当地停靠在岸边。

遵循传统，村民们为新龙舟举

行了采青仪式。 村民们将早早备好

的两盆青翠茁壮的禾青放在新龙

舟的龙头龙尾处， 寓意“生猛兴

旺”，并用涌水洗净龙舟船身，意为

接风洗尘。仪式完成后，3 条国际龙

一起在碧波荡漾的涌中来回扒动，

嬉戏打闹， 一直玩到将近中午，大

家才尽兴而归。

水质好转 村民要过足龙船瘾

村民凌锦锋介绍， 宦溪村龙舟

文化深厚。 村里的男孩子五六岁就由

父辈带上龙船“游船河”，10岁左右就

可以扒船了。“村民未必识踩单车，

但系一定识扒龙船。 ”凌锦锋说。

据了解，过去几年，虽然扒龙

船的传统未曾中断，但由于河涌水

体被污染， 扒龙船的人数越来越

少。 经过大力治理，近年河涌水质

大幅好转，村民压抑的龙船兴致犹

如火山爆发，非常高涨，集资 70 多

万元购入 6 条新龙舟，势要过足龙

船瘾。

凌锦锋说：“现在基本上每家

每户都有男丁扒龙船。 扒龙船训练

不仅是继承传统， 也是强身健体、

团结情谊、和睦乡里的方式，因此

大家都很踊跃。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雨琦 通讯员 羊城社

区居委会）

拾金不昧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

彰显了志愿者乐于助人的道德品质。 近日，前进

街羊城花园社区志愿服务队队员马艳华捡到一

个黑色钱包，经过多方寻找，终于找到失主，并

将钱包物归原主。

一天晚上， 马艳华在小区附近某水果店门

口发现一个黑色小包。 打开一看， 里边有手

机、身份证等物品。 想到失主丢失钱包肯定

十分着急，她马上拿到羊城花园社区居委会。

居委会工作人员想方设法联系上失主。 失主看

着失而复得的钱包， 激动得连声道谢，“真是太

谢谢拾金不昧的大姐了”。 马艳华笑着说：“这些

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雨琦 通讯员 莲溪社

区居委会）

“这个废旧灯泡是有害垃圾， 塑料

瓶是可回收垃圾……” 为切实增强社区居民对

垃圾分类知识的了解， 进一步引导广大居民群

众参与到垃圾分类的行动中来， 7 月 8 日， 莲

溪社区在风水塘小公园举行了“参与垃圾分

类， 成就美好家园” 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宣讲员在讲解垃圾分类相关知识的同时，

向社区居民发放垃圾分类简明科普传单， 便于

让居民群众更加清晰直观地认识到垃圾分类的

必要性， 并掌握相关的垃圾分类知识与技巧。

居民积极踊跃地参加活动， 并表示愿意从

自身做起， 带动周边的人群参与到垃圾分类工

作中， 共同成就美好家园。

不怕脏不怕累

共建整洁社区

石溪社区

社区居民和志愿者对环境进行清理。

居委会供图

菁品社区举行文艺汇演，庆祝建党

98

周年。 菁品社区供图

宦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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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国际龙在河涌游弋嬉戏。 受访者供图

有人拾金不昧

钱包物归原主

羊城花园

参与垃圾分类

成就美好家园

莲溪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