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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廉”扇、走“静思路”、观“爱莲池”、拍“清风”照

前进街举办“清风”健步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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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街廉

政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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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街纪

工委举办 “清风 ”

健步行 活 动 ，孩

子们在荷花扇上

印“廉”字。

通讯员供图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雨琦 通讯

员 前进街道纪工委 ）

11 月 24 日上

午，前进街道纪工委在前进街廉政教

育基地举办“清风”健步行活动。 数百

家庭齐聚于此， 共同倡导敬廉尚洁、

诚信立身，促进廉洁理念的传播。

前进街廉政教育基地依托辖内

杨桃公园而建，包括“清风亭”“爱莲

池”“静思路”三个主题景点，因此取

名为“清莲园”。 此次“清风”健步行活

动根据廉政教育基地路线设置了四

个环节：印“廉”扇、走“静思路”、观

“爱莲池”小品、拍“清风”照。

印“廉”扇，是指在象征清廉的荷

花扇上印“廉”字。 参加活动的家庭，

在荷花扇墙面选择扇子，在扇子上印

上“廉”字，随后在前进街廉政教育基

地导向牌前合影。“静思路”，是将廉

洁文化内涵与中华历史典故、公园环

境景观相结合，打造出的一条廉洁文

化长廊。 在静思路上，大家走走停停，

阅读长廊上的廉洁故事，了解廉洁理

念。

在杨桃公园“爱莲池”旁，有一个

以廉洁为主题的艺术小品。 通过观看

小品，大家认识到廉政与自己的生活

息息相关。 最后，参与者们聚集在“清

风亭”，拍“清风”照，用合影留下活动

的回忆。

在活动期间，工作人员还派发了

廉洁教育资料，好让大家对廉洁文化

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以“清风、廉洁”为音符，以健步

运动为线谱，本次活动采用健步行的

休闲方式传播廉洁文化，起到了“观

展普廉、学有所得”的效果，有助于公

职人员增强廉洁自律意识，在社区中

营造崇廉尚廉的氛围，对推动前进街

廉洁文化建设不断向纵深发展有着

重要意义。

杨桃公园内健步走 宣传健康生活理念

前进街举行亲子健步行禁毒宣传活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雨琦 通讯员

前进街道禁毒办）

拒毒防毒意识如何深

入人心？天河区前进街有妙招。 11 月 24

日上午，近百个来自前进街的亲子家庭

来到前进街杨桃公园，通过一场别开生

面的健康徒步活动， 倡导人们远离毒

品、拥抱健康生活。

当天上午 9 时 30 分， 参加健康行

活动的孩子和家长在杨桃公园正门广

场集合，举行开幕仪式。 孩子、家长们纷

纷用手掌沾满颜料，在签到墙上印上色

彩缤纷的手印，以表达对禁毒工作的支

持。 签到墙两旁皆设有仿真毒品模型摊

位、禁毒教育大篷车，供孩子及家长观

摩学习。

接下来，亲子家庭从公园里的起点

出发，徒步行走到终点。 沿途，孩子与家

长们会遇到 3 个禁毒游戏关卡，成功通

关即可以赢取丰富的奖品。 趣味十足的

活动， 让禁毒知识以寓教于乐的方式，

留在每个亲子家庭的脑海中。

孩子和家长在优美清新的自然环

境中快乐徒步，在精心设计的趣味游戏

中增长禁毒知识，本次活动圆满实现了

科普禁毒知识、宣传健康生活理念的目

的。

未来，前进街还将继续开展丰富多

样的禁毒活动，努力让每个居民都能化

身为一名禁毒知识传播者，把禁毒知识

带到日常生活中去，普及到身边的亲朋

好友，最终营造珍爱生命、人人禁毒的

社区氛围。

国球进社区 全民爱健身

前进街乒乓球大赛顺利举办，原乒乓球国手曹幸妮现场“开球”

18

支队伍进入半决赛。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雨琦 通讯员

前进街道文化站）

为贯彻党的十九大对

体育事业发展的要求和建议，促进辖内

各机关事业单位、 企事业单位的交流，

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倡导运动健身的

生活方式，11 月 28 日，“国球进社区，全

民爱健身”2019 年前进街乒乓球大赛在

前进文化广场火热上演。

本次大赛由前进街道党工委、前进

街道办事处主办， 前进街道文化站、各

社区居委会协办，旨在让辖内居民群众

加入全民健身的行列，在休闲放松之余

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 经过近两个月的

精心筹备和层层选拔， 大赛诞生出 18

支精英队伍， 在半决赛赛场上一较高

下。

11 月 28 日上午， 众多国球爱好者

齐聚前进文化广场， 参加大赛启动仪

式。 启动仪式上，两名重量级嘉宾惊喜

亮相，分别是原国手曹幸妮和省队优秀

运动员刘媛子。 两位运动员不仅给选手

们鼓励，还亲身示范，现场“开球”，打了

一局精彩的表演赛，让在场观众一饱眼

福。

本次大赛的参赛选手既有机关事

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也有社区居民。 在

比赛现场，头发花白的老年运动员全神

贯注， 青春洋溢的年轻运动员挥汗如

雨，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子运动员让人眼

前一亮。 秉承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

原则，各位运动员放飞激情，展现出奋

发向上的精神面貌和永不言败的体育

精神，赛出了风度，赛出了水平。

经过一天的激烈角逐，美林湖畔社

区乒乓球队、 天力居社区乒乓球队、天

东乒乓球队分别夺得团体赛的冠、 亚、

季军。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本次比赛落下

帷幕。 不少选手表示，来年还会继续参

赛。 前进街也将继续完善赛制，增加群

众参与度，为辖内居民群众提供更多展

现自我的平台。

高手过招。

本版图片由通讯员提供

“前进邻好”服务队开展创建平安社区宣传活动

回社区报到党员成为宣传主力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唐硕 通讯员

黄丽娟 梁燕萍 ）

12 月 7 日， 前进街

在辖区美林新天地商场开展创建平安

社区宣传活动， 精彩纷呈的节目点燃

现场， 反恐防暴演练活动吸引了众多

观众驻足观摩学习。 与此同时， 回社

区报到的 140 多名党员也积极参与了

扫黑除恶、 反恐、 禁毒等活动宣传，

成为创建平安社区的宣传主力。

活动在小朋友们的拉丁舞蹈表演

中拉开序幕， 动人的音乐旋律， 优雅

大方的舞姿， 赢得了广大居民群众阵

阵掌声和喝彩。 活动中， 前进派出所

的警官们还上演了一段反恐演习， 直

接把活动推向最高潮， 台下惊呼声不

断， 观众们看的既刺激又过瘾， 并在

参与活动的过程中了解防险逃险的知

识。

此外， 身穿“前进邻好” 志愿服

的服务队员们还为观众开展了三轮有

关党建知识、 扫黑除恶知识、 禁毒知

识的有奖互动问答， 观众们争相举手

抢答， 现场气氛热烈。

除了参加此次活动， 回社区报到

的党员们之后还将持续参加“前进邻

好” 的服务活动， 做创建平安社区的

宣传员， 将扫黑除恶、 反恐、 禁毒知

识宣传到各自工作生活的社区。

“前进邻好” 是前进街联同区来穗

人员服务管理局向市委政法委申报并

探索的基层社会治理和文明实践新模

式， 以党建为引领， 聚焦社区治理、

社区服务、 来穗人员综合服务等多个

方面， 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打

通宣传群众、 教育群众、 关心群众、

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如今， 品牌

已深入人心， 服务队伍不断扩大， 从 1

个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1 个志愿服务总

队， 培育发展至 23 个服务分队， 志愿

者 3100 人， 志愿服务延伸至辖区各个

领域。 自 2019 年 5 月成立以来， 前进

街道党员群众开展志愿服务超 5 万人

次， 成为天河区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

理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