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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扶贫日

广州“道德模范故事汇巡演”线上开播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绮媚）

昨

日上午， 广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之

“道德模范故事汇巡演” 直播活动中

国扶贫日专场在线上开播，道德模范

和身边好人以朴素的言语分享了他

们关于扶贫、支教、慈善的故事。

“2020 年 5 月份的一场意外，这

位年仅 21 岁的女孩， 生命永远定格

在了祖国西部山区的支教路上……”

直播活动上，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研究生支教团队长王弘分享

了同期队员李莎的感人事迹。 据悉，

李莎是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

院 2019 届本科毕业生，2019 年，在研

究生复试中以总分排名第一的成绩

进入了保研名单之际，她作出了前往

山区支教一年的决定。 支教期间，李

莎无惧环境艰辛，不仅给当地学生传

授知识，还注重帮学生扶“志”，被亲

切地称为“莎姐姐”。 然而今年 5 月，

李莎在赴学校开会途中遭遇车祸，经

全力抢救无效不幸去世，年仅 21 岁。

除李莎的事迹，2019 年广东好

人、广州市黄埔区驻阳山县扶贫领导

小组副组长、10 年扶贫“老兵” 林卫

忠， 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广

东公益恤孤助学促进会副会长、高年

龄高职位高服务时的“三高”志愿者

王颂汤和广东省 2016~2018 年脱贫

攻坚工作个人突出贡献奖、广州市番

禺区人才交流管理办公室二级主任

科员陈智军的扶贫、慈善故事也在直

播活动上得到分享。

此外，直播活动还将在环卫工人

节、全国消防日、宪法日等举办相应

的专场活动。 此次巡演活动由中共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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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广州市

协作办公室联合主办， 并由新花城

App、花城＋App、微社区 e 家通进行全

程直播。

从大山来到大山去 用生命书写人生华章

2019 年，李莎在研究生复试中以总

分排名第一的成绩进入了保研名单之

际，作出了前往山区支教一年的决定，主

动请缨到了最偏远的三门镇。 然而今年

5 月，一场意外让她 21 岁的青春永远定

格在支教路上。在李莎的遗物中，她父亲

发现她做了器官捐赠的计划。 李莎把宝

贵的生命留在了她深爱的土地上， 而她

明媚的笑容将永远留在大家心中， 她的

精神将一直延续下去。

退休后的王颂汤坚持恤孤助学，平

均每年志愿服务 275 天，每天 8 小时，12

年来累计 26,400 小时， 被大家戏称为

“三高”志愿者：高年龄、高职位、高服务

时。他注重款项使用的公开透明，坚持不

设“三公”开支、职务消费、理事会基金，

以主动开放的态度坚守慈善事业的纯洁

性。这位退而不休的耄耋老人，始终把积

极投身公益事业作为自己的责任， 依然

坚守在慈善公益的道路上发光发热。

2010 年至今，林卫忠“舍小家，为大

家”，连续三次参加扶贫工作，他顶烈日、

冒风雨，入田头、上村户，圆满完成扶贫

任务，后因为村民联名的一封请求信，他

主动申请再干 3 年， 为村民闯出一条山

村持久富裕的路子。 2016 年，他第三次

请缨开展扶贫工作， 两年时间让村里的

贫困户实现稳定脱贫。他说，不后悔在职

业上升期投身乡村扶贫， 用十年努力换

来村民们观念改变、脱贫致富，值得。

二孩还有 4 个月就要出生， 陈智军

毅然听从组织安排， 在耐心做好家人思

想工作后加入了精准扶贫工作队伍中。

他把广州社区治理制度实践等先进经验

带到村里，推广兰花种植等产业“造血”

助扶贫，为特困学生改善教育环境……5

年来，陈智军坚守奋战在扶贫一线，践行

了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广州地铁赴贵州毕节

一对一帮扶 助力山区孩子圆微心愿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俊 通讯员 温

美春 魏凌云）

10 月 15~16 日，国家扶贫

日来临之际，广州地铁集团携手“红联共

建单位”白云电器赴贵州毕节开展“扶贫

筑梦、教育同行”主题活动。 通过捐资助

学、教学设施设备、改造教学场地，地铁

青年带着心愿礼物与对口帮扶村的孩子

结对等活动，助力山区孩子筑梦、圆梦。

捐资助学

地铁党团员捐

50

万爱心款

10 月 15 日， 由广州地铁集团总经

理刘智成带队的东西部扶贫专责小组一

行人来到对口扶贫的贵州省毕节市纳雍

县猪场乡倮保鸠村、乐咪营村、水箐村走

访“贫困户”。

活动期间， 广州地铁集团代表和白

云电器代表分别向当地小学捐助 50 万

元、10 万元助学金。 据悉，9 月 22 日，广

州地铁集团发动“为那一眸希望”募捐活

动。 党团员、群众积极参与，短短 4 天筹

集了共计 50 万元爱心捐款。

书包、文具、鞋子、玩具小汽车……

这些心愿礼物都送到了 40 多名山区孩

子手中。 活动期间，40 多名广州地铁集

团首期优秀青年训练营学员带着各种心

愿礼物入户走访了水箐小学、 倮咪营小

学 40 多个山区孩子的家中，一对一与这

些孩子结对， 实施贫困村儿童“心愿计

划”，与贫困儿童构建长效帮扶机制。

当天， 水箐小学操场新建及附属工

程奠基仪式在水箐小学举行。 记者在现

场看到， 目前该小学只有一块简易的篮

球场和一片高低不平的草地。改建后，操

场将拥有塑胶跑道、羽毛球场、篮球场组

成的复合运动场，以及拥有乒乓球场、文

体设施区、 休闲智力区等现代化设备的

新操场。

聚焦民生

村民吃、住、行全面提升

2018 年 12 月， 广州地铁积极履行

社会责任， 落实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

统一部署，主动对接毕节市猪场乡，对口

帮扶倮保鸠村、乐咪营村、水箐村。

广州地铁经深入调研后， 将扶贫突

破点聚焦在住房、交通、药品和医疗设备

上，帮助村民解决最急迫的民生问题。三

年来， 广州地铁集团在帮扶村实施了危

房及破旧房改造，惠及 171 户 589 人，修

建便民桥解决 115 人出行问题； 修缮卫

生所、采购医疗设备和药品，缓解“看病

难”问题，减轻当地的民生保障压力；开

展饮水清洁、居住环境改善项目，使 110

户 388 人受益。疫情期间，捐赠口罩及防

疫用品，助力帮扶村庄打赢疫情阻击战。

同时， 重点培养对口扶贫村的自我

发展能力，积极挖潜村民创收增收渠道。

充分依托广州地铁线网密集的电视终

端、广告灯箱，推出“黔货出山”“旅游帮

扶”“产业帮扶”等专题公益宣传，在公益

广告中嵌入消费二维码， 引导市民扫码

购买贵州鸡蛋、毛尖、荞麦面等优质农特

产品。 在自有城轨采购网等电商平台推

介当地产业扶贫项目“同心蛋”，助力“黔

货出山”，销售额冲破 1 亿元。

校企合作

连续两年招录学员实习

10月16日， 广州地铁前往毕节职业

技术学院迎接2018级“广州地铁班”学员

转段，30名学员将于近期到广州地铁实

习。

去年9月，广州地铁集团确定了与毕

节职业技术学院开展校企合作，开设“广

州地铁订单班”2个，采用教材共建、师资

共建、教研共建、基地共建等方式加强轨

道交通专业人才培养， 向全国轨道交通

企业输送人才。 与毕节就业指导机构深

化合作，对口毕节贫困地区、职业院校开

展轨道交通专业人才招聘， 促进贫困人

口、院校学生就业，目前已成功招录60名

订单班学员。

9月28日，广州地铁集团与广州市总

工会、毕节职业技术学院签署“十四五”

校企合作战略协议，继续开办“广州地铁

班”，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定向培养、定

向就业，加强轨道交通专业人才培养，帮

助学子们走出大山、回馈大山。

广州地铁集团赴贵州毕节开展扶贫活动。 信息时报记者 陈引 通讯员 温美春 摄

听“身边好人”，讲述扶贫故事

李莎：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

退休老人16年慈善路 恤孤助学救病童

王颂汤：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广东公益恤孤助学促进会副会长

舍小家献大爱 开拓创新造福一方乡民

林卫忠：

2019

年广东好人、广州市黄埔区驻阳山县扶贫领导小组副组长

用脚步丈量民情 产业“造血”助扶贫

陈智军：广东省

2016~2018

年脱贫攻坚工作个人突出贡献奖、广州市番禺区人

才交流管理办公室二级主任科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