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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德政务

人 大 代

表 在 餐 馆 派

发 广 州 市 民

礼仪手册。

通讯员供图

猎德街坊

DIY

冰皮月饼、 唱红歌

贺“双节”。 通讯员供图

人大猎德工委组织联组代表开展主题志愿活动

文明“筷”行动 志愿宣传动起来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展萍 通讯

员 肖大伟 迟洪双）

“您好， 请看一下

使用公筷公勺的好处！ ”在南国家宴

餐馆门口，几名身穿志愿者服装的人

大代表走向前发放文明餐桌宣传手

册，并向来用餐的人员宣传使用公筷

公勺的好处， 倡导其践行“光盘行

动”、不食用野生动物等，鼓励其注重

用餐卫生、使用公筷公勺。

为响应国家“珍惜粮食，不留剩

饭，光盘行动，从我做起”的号召，落

实天河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深化

光盘行动、倡导公筷公勺、告别铺张

浪费” 为主题的人大代表志愿活动，

切实呼吁社区居民减少饭菜浪费，养

成良好的饮食习惯，9 月 16 日， 人大

猎德工委组织联组代表来到南国花

园社区辖区商业街开展主题志愿活

动， 结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

高文明素养和自我保护能力， 打好

“舌尖防疫战”。

活动中，人大代表们走进辖区餐

饮企业、小吃店等店面，向商家派发

宣传海报，宣传健康服务理念，并给

前来就餐的顾客发放“广州市民礼仪

手册”宣传手册。 人大代表们叮嘱餐

饮负责人：要注意用餐安全，注重舌

尖上的预防， 做到每桌有公筷公勺，

使之成为每张餐桌的“标配”，并要主

动引导消费者养成吃多少点多少，吃

不完带着走的自觉行为。

在活动中，南国酒店的经理对人

大代表们说道：“现在的生意比疫情

初期好了很多，我们每天按照要求进

行消毒，而且还给每张餐桌配备了不

同颜色的公筷公勺，这样也能让大家

用餐更加卫生安全。 ”本次活动，人大

代表们先后走访了 20 余家餐馆，共

发放《文明市民礼仪手册》200 余份，

通过宣传讲解，动员群众转变思想认

识，养成使用公筷公勺好习惯。

围桌合食，交箸换盏，是一种历

史传承的饮食习惯，幸福快乐。 但这

种生活方式给了“交叉感染和食源性

疾病传播”可乘之机，聚餐时使用公

筷夹菜、公勺舀汤，既干净卫生，又防

止疾病传染。 聚餐后的干净饭菜更让

人愿意打包带走，使“光盘行动”有卫

生基础。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仍未

结束，防控意识不可松懈，推广使用

公筷公勺，既是对自己和他人的健康

负责， 也是对他人的尊重和爱护，更

是践行文明礼仪、引领文明风尚的应

有之举。

本次活动的开展得到了群众一

致好评，大家纷纷表示要争当“文明

餐桌、光盘行动”的发起者、推广者、

监督者，广泛宣传节约理念，以身示

范、引导感召家人、朋友加入节约行

列，营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节约资

源、人人有责的良好氛围，巩固环境

卫生，守护健康生活。

DIY冰皮月饼、唱红歌

猎德街坊多姿多彩贺“双节”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展萍 通讯

员 猎德街禁毒办）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

同贺，节日气氛日渐浓郁，但禁绝毒品

这根弦不能松。 9 月 27 日、28 日，猎德

街禁毒办通过举办一系列活动丰富了

社区长者日常生活，用心构建温馨、和

谐的无毒社区。

DIY冰皮月饼趣味宣传禁毒

9 月 27 日， 阳光天使社工机构联

合街长者服务中心在禁毒工作站开展

以“情系夕阳红 浓情共中秋”为主题

的迎中秋国庆佳节暨禁毒宣传活动。

在冰皮月饼 DIY 环节中， 现场人员在

社工、志愿者们的指导下用心学习，分

工合作，揉面团、包馅料、压模印，没过

多久，一个个精致巧妙、象征着和睦团

圆的月饼纷纷“出品”，每个参与老人

家都非常高兴。

在活动现场， 禁毒专干和禁毒社

工通过毒品仿真墙、宣传展板、宣传横

幅等向群众讲解毒品的危害， 告诉大

家要远离毒品，关爱生命。 在中秋国庆

团圆佳节之际， 长者们了解到要正确

地指引自己的儿孙认识毒品， 增强家

庭成员识毒、防毒意识。“现在青少年

吸毒情况严峻， 多数原因是因为家长

和其他监护人没有对他们进行禁毒知

识教育……”禁毒专干分享禁毒经验，

在场的老人们纷纷表示回家后要与儿

孙们讲述禁毒重要性。

活动最后， 街禁毒办及阳光天使

社工为社区戒毒及社区康复人员送上

节日慰问和活动中制作的月饼， 让戒

毒人员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关怀，鼓

励戒毒人员再接再厉， 不断巩固戒断

成果， 争取以更好的姿态回归家庭和

社会。

唱红歌贺国庆中秋

9 月 28 日上午，猎德街禁毒办、街

长者服务中心联合利民社区在利民居

委会开展以“党建引领夕阳红 红歌伴

唱贺节庆” 为主题的猎德街节前禁毒

宣传活动。 禁毒办、社区党员与利民社

区的长者们制作并分享冰皮月饼、唱

红歌， 一同庆祝中秋节、 国庆节的到

来。

在唱红歌环节中， 长者们意气风

发、精神抖擞、歌声洪亮，手举禁毒宣

传标语 KT 板，用饱满的热情、嘹亮的

歌声表达对党的赞颂和对祖国的祝

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

祖国》《社会主义好》，一首首经典红色

歌曲，让在场老党员们倍感骄傲。

在禁毒猜灯谜环节中， 禁毒专干

和阳光天使社工手举灯笼， 提问有关

禁毒及中秋节的灯谜， 在场的长者们

纷纷参与，积极回答问题，答对问题的

长者还获得了禁毒办提供的礼品。 长

者们表示，吸毒会破坏家庭幸福，要积

极参与到禁毒斗争中。

此次活动通过唱红歌、 做冰皮月

饼、 猜灯谜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

式宣传禁毒知识，派发宣传品，不仅是

为了丰富社区长者的日常生活， 让长

者们感受到中秋国庆佳节的氛围，更

是为了传达党和政府、 居委会对社区

长者的关爱， 也是为了提高长者们识

毒防毒的意识， 过个平安无毒的中秋

国庆佳节。

垃圾分类、市容卫生……人大代表都关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曾雯雯 通讯员

肖大伟 迟洪双）

根据天河区人大常委

会和猎德街道党工委有关工作部署，9

月 15 日，天河区人大代表、区人大监察

和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曾晓元，广州市

净水有限公司营运和设施管理部副部

长翁璇、广州竞宇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总

经理鄢红胜，人大猎德街道工委主任岑

秀姬到华海社区人大代表联络点接访

群众、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并开展专题

视察活动。

了解卫生管理 推动物管主动作为

人大代表们首先来到了华海社区

居委会接待选民群众。 接访现场，居民

张阿姨反映，其居住的楼宇存在楼层地

面脏臭的问题，“常常有人在扔垃圾的

路上，就把餐厨垃圾流淌了一地，不仅

味道大，而且很容易踩到摔倒，这是隐

患……”

了解情况后，代表们马上联系了相

关物业管理处负责人，要求物业管理加

强对楼层卫生的清理，同时加大文明宣

传，争取做到人人讲卫生。

暗访垃圾分类 加强宣传引导

垃圾分类是现代文明城市的新标

尺，实施垃圾分类将大大提升城市环境

容貌。 接访完群众后，代表们来到了尚

东宏御、南国花园、侨鑫汇悦台等小区

的垃圾分类投放点，实地查看生活垃圾

分类情况及投放点

（垃圾厢房 ）

等配套

设施建设情况。

通过实地查看，代表们认为猎德街

道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上宣传到位、推

进有力、成效明显。 不过在检查过程中，

代表们也发现个别居民存在没破袋的

问题，导致需要进行垃圾二次分拣。

暗访结束后， 代表们建议街道从

三个方面做好垃圾分类工作： 一是要

坚持问题导向， 直面困难， 健全分类

管理体系， 依法科学的推进生活垃圾

分类， 在巩固过去工作成效的基础上，

进一步激发工作活力； 二是继续深化

宣传发动工作， 从源头强化分类意识，

培养居民积极自主分类的习惯， 同时

对小区物业管理单位建立硬性考核指

标； 三是要精准发力， 努力破解垃圾

分类工作中的难点。 虽然近一年多来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收效显著， 但部分

点位仍存在垃圾分类不彻底的问题，

各职能部门要做到精准分类施策， 多

措并举破解难题。

推动破损道路修复 方便居民出行

当日， 人大代表们还来到了平月

路、海明路的临街商铺进行察看。 检查

中，代表们发现部分人行道路面地砖出

现了破裂、松散等问题。 他们建议相关

部门予以重视， 充分发挥统筹协调，尽

快对破损的人行道路面进行修复，维护

居民群众的出行安全。

据悉，接下来，人大猎德街道工委

将继续围绕天河区人大常委会和猎德

街道党工委的中心工作，充分发挥人大

代表的重要作用，为天河区的发展做出

应有的贡献。

人大代表

在尚东宏御小

区垃圾分类投

放点检查分类

情况。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