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讯

员 邱晓婉 陈婷）

昨晚，“爱我人民爱

我军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3 周年”大幅红色宣传标语，点亮广

州塔， 引得广大游客纷纷驻足仰望、

拍照打卡。 据悉，这是广州塔继 2019

年首次亮灯庆祝“八一”建军节后，再

次亮灯致敬人民子弟兵。

据了解， 此次亮灯活动是广州

市“八一” 拥军系列活动的重要环

节之一， 此前在花城广场、 有轨主

题电车、 观光巴士、 地铁、 公交候

车亭等多个场所开展了系列宣传活

动， 旨在庆祝人民军队光辉节日，

致敬人民军队丰功伟绩， 激励全市

军民同心合力、 携手共创全国双拥

模范城“九连冠”， 为实现强国梦强

军梦凝聚磅礴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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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热线”挽回数百生命

赵广军： 海珠区江南中街社区服务

中心副主任

自 1998 年以来，赵广军累计从事志

愿服务近 5 万小时、 帮助近 1 万名服务

对象、 捐献 13 万余元。 在他的帮助下，

1200 多名误入歧途的问题青少年走回

了正道，200 多个有自杀倾向的人找回

了自我、重获新生。 2004 年底，赵广军自

费开通“生命热线”，专门为生活中遭遇

不幸和承受巨大压力的人进行心理安慰

和疏导， 他成功挽救了数百名欲自杀和

准备行凶的人。

慈善献爱心之路永不止步

肖金：天河区“尚丙辉关爱外来工工

作室”义工

在马路边、报纸上、网络上看到有需

要帮助的人， 肖金总有股想去帮忙的冲

动。他为截肢女孩垫付上万元手术费，为

农家患病少年寻医， 长期帮助“拾荒妈

妈”……他总是努力协调更多的资源，投

入到公益中来。

见义勇为遭报复“不后悔”

陈来烨： 广州市白云出租汽车集团

有限公司出租车司机

去年 1 月， 面对不法分子实施诈骗

行为时， 身为共产党员的陈来烨没有一

丝犹豫，义无反顾地出手制止，纵使被不

法分子打伤也无怨无悔。今年抗疫时期，

陈来烨加入广州市防疫应急爱心出租车

队， 以爱心出租车司机的身份再次回归

“战场”。 他为广州市 9 家新冠肺炎定点

救治医院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一线医护

人员提供义载接送服务， 每天早出晚归

毫无怨言。

10分钟 5进火场救出 4名妇孺

吴荣晃： 广州市白云区潭村桥东咪

表公司保安

2016 年 11 月 19 日凌晨，吴荣晃在

巡逻时发现潭村桥东 6 号有间电动车维

修铺起火，发现火情后，他马上叫上汽车

公司的人员上前帮忙， 自己则用水淋湿

毛巾掩住口鼻，10 分钟内 5 次冲进火

场， 将两名妇女及两名幼童从火场中救

出。吴荣晃舍己救人的精神，也鼓舞了身

边的好人不断涌现。

用心撒播为民服务的种子

孙永彬： 白云区京溪街道禁毒办负

责人

扎根基层 16 年， 孙永彬 14 年来没

换过手机号， 手机里存了 2788 个号码，

联系人大多是京溪街坊。 作为一名有 22

年党龄的老党员， 他认为什么荣誉都比

不上街坊的信任。 先后在基层轮岗 6 个

岗位的他，总是捧出“一颗心”来服务街

坊，既是街坊们的“百事通”，也是群众爱

戴的“孙三多”。 他在生活中注重言传身

教、积极传递好家风、挖掘好人故事、释

放社会正能量，是新时代向善向上的“四

好青年”。

用爱与奉献展现军人风范

曹鉴泉：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市政

管理所巡查员

有着 17 年军龄的退伍军人曹鉴泉，

尽管曾经有点晕血， 但在无偿献血的道

路上他已坚持了 20 个春秋，累计献血超

过 5000 毫升。他还曾多次拾金不昧和见

义勇为， 将捡到的智能手机归还给失主

并拒绝其金钱回礼、 遇见抢钱贼路见不

平将其制服……多年来， 他总是在一言

一行中彰显军人风范。

“战斗英雄”背后的英雄

李玉枝：海珠区退休居民

李玉枝是海珠区一名普通居民，其

丈夫在 1965 年“八六”海战中身负重伤

坚持战斗，后被国防部授予“钢铁战士”

“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40 年来，她用真

挚无私的爱、博大的胸怀和坚强的毅力，

创造了医疗护理史上的奇迹， 帮助丈夫

从带有严重后遗症的一级伤残病人，逐

步摆脱病魔恢复健康。 她为丈夫构筑起

爱的港湾，被授予“战斗英雄好妻子”荣

誉称号。

广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之“道德模范故事汇巡演”八一建军节专场昨日直播

听“身边好人”传播社会正能量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古晓彤）

“我是

一名有 17 年军龄的退伍军人， 自 18 岁

起每年坚持无偿献血， 累计献血量超过

5000 毫升， 带动家人朋友加入爱的行

列。 ”昨日下午，广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

之“道德模范故事汇巡演”八一建军节专

场直播活动中， 来自白云区人和镇市政

管理所的巡查员、 退伍军人曹鉴泉分享

了自己见义勇为的故事。据悉，“八一”建

军节专场为该系列巡演活动的第二场，

接下来还有教师节、 中国扶贫日等专场

活动， 将继续通过故事宣讲的方式宣传

身边好人。 此次巡演由中共广州市委宣

传部、 中共广州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委员会办公室、 广州市精神文明建设委

员会办公室主办， 并由信息时报微社区

e 家通、广州日报新花城 App、广州市广

播电视台花城+App 承办及全程直播。

庆祝“八一”建军节

广州塔昨夜亮灯 致敬人民子弟兵

昨晚，广州塔亮灯致敬人民子弟兵。 通讯员供图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智汛 通讯员

劳月彤）

昨天是建军节，在这个特殊的

日子里， 荔湾区康有为纪念小学老师、

学生及家长代表一行 11 人， 来到广州

市消防队救援支队荔湾大队驻地，进行

共建交流及慰问活动。

活动中，学校少先队员们向在场的

消防卫士们进行了才艺表演及赠送书

法作品。 座谈会结束后，消防队队员们

带学校代表一行人参观了驻地的设施

及消防装备，让师生及家长代表们再一

次近距离了解及感受消防救援队伍的

日常训练、生活运作。

本次活动既加强了学校与消防救

援大队合作共建关系，同时也让孩子们

更深入了解到这支作为与老百姓贴的

最近、联系最紧的队伍，是如何“枕戈待

旦”，是如何通过刻苦训练，用赤胆忠诚

守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小学生为消防员献上才艺“礼包”

荔湾区康有为纪念小学学生

代表为消防员们进行才艺表演。

信息时报记者 陈文杰 摄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诗敏）

“驾

乘摩电请佩戴头盔”“限两人、 靠右

行，不要超载”……7 月 27 日起，江高

镇 10 名参战退伍老兵身穿交通劝导

马甲、 臂带红色袖章， 下沉到辖区 9

个交通劝导站开始了交通劝导工作，

成为劝导站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昨日，参战退伍老兵劝导员朱建

秋在金沙北路茅山村交通劝导站上

岗执勤。 他一边派发交通警示宣传单

张，一边引导驾乘摩电不戴头盔村民

到劝导岗亭自愿签署《文明出行承诺

书》，并拍摄工作照片，通过农交安手

机 App 进行录入上传。“自己已熟悉

交通劝导工作要求，提醒叮嘱村民安

全出行， 今年的八一节过的很有意

义！ ”朱建秋笑道。

据了解，当前江高镇正在全力推

进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提升工作，

结合参战复退就业困难人员帮扶工

作要求，江高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组建

了这支由 10 名参战退伍老兵组成的

交通劝导队。 在进行岗前培训后，劝

导队下沉到辖区各村劝导站开展工

作，对驾乘摩电不戴头盔、超员等违

法行为进行劝导纠正。

来听 7位道德模范的故事

白云江高镇退伍老兵

下沉辖区“上线”交通劝导站

昨 日 ， 广

州市新时代文

明实践之 “道

德模范故事汇

巡演 ” 开启八

一建军节专场

直播活动。

信息时报记者

郭柯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