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焦何结 通讯员 陈

韵齐

） 为进一步丰富节日期间群众的精神

文化生活，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自 9

月 24 日起，石牌街各社区居委会精心组织

丰富多彩的活动， 为石牌街注入了满满活

力，增添了暖暖情谊。

暨大、穗园、龙口东、金帝、华师大等多

个社区开展中秋慰问活动， 社区工作人员

上门走访慰问辖内行动不便的孤寡老人、

独居老人、残疾人，以及高龄党员、困难党

员等群体，为他们送上慰问品和节日祝福。

各社区还通过形式各异的文艺活动，

让居民充分感受到节日的喜庆。 9 月 29 日，

暨大社区在暨南花园开展迎“双节同庆，乐

享佳节” 欢乐游园活动， 活动深受居民欢

迎。 9 月 25 日，华标社区与华标广场华苑物

业公司共同举办大型迎中秋游园活动，吸

引众多社区居民参与。

此外， 还有社区在开展活动的过程中

宣传“制止餐饮浪费”的节约理念。 9 月 24

日， 穗园社区党委和共建单位广州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党委、 广州工程招标管理办公

室党支部、 市府机关幼儿园在穗园小区青

少年广场开展“制止餐饮浪费，弘扬节俭风

尚”暨“迎国庆.庆中秋”游园活动，获得居民

一致点赞。

信息时报讯（记者 焦何结

）为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1 周年，丰富社区文化生

活，增进居民交流沟通，促进社区精神文明

建设，9 月 22 日晚上，石牌街文化站携手石

牌街东海社区党委、居委会共同举办“迎国

庆贺中秋”文艺晚会。 多才多艺的东海社区

居民用饱满的热情， 为大家送上了一台精

彩纷呈的视听盛宴。

开场舞《祖国万岁》拉开了本次文艺汇

演的序幕。 接下来，表演者们引吭高歌，唱

响了动听的爱国歌曲； 器乐爱好者们也为

大家带来了精彩的器乐演奏；不少演出队

伍载歌载舞， 向祖国母亲送上祝福。 令

人惊叹的杂技、 让人捧腹大笑的小品则

为本次演出增加了更多的看点。 最后 ，

大合唱《今天是你的生日》《共筑中国梦》

用浓烈的爱国热情为本次文艺演出划上了

句点。

石牌街各社区喜迎“双节”

多彩活动庆佳节 暖暖情谊满石牌

东海社区：居民喜迎双节秀才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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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牌街开展禁毒宣传活动，营造全民禁毒浓厚氛围

让“无毒社区”观念深入人心

信息时报讯（记者 焦何结 通

讯员 万姣）

为进一步加大禁毒宣

传力度， 营造全民禁毒的浓厚氛

围，10 月 15 日， 石牌街联合石牌

派出所在岗顶百脑汇开展以“无

毒社区、健康人生”为主题的禁毒

宣传活动。

本次活动以摆摊加走动式宣

传的方式进行，为过往群众介绍

讲解毒品种类、 危害以及日常

生活中需要注意的事情， 全面

宣传毒品和易制毒化学品的危

害， 同时为大家分享天河区禁

毒公众号、抖音号等线上平台，

帮助他们深入了解毒品的各方

面特征与危害性。 随后，禁毒社

工热情地呼吁市民群众积极地

参与到禁毒行动中来， 在不危

害到自身及家庭安危的前提

下， 大胆检举揭发各种与毒品

有关的违法犯罪活动， 为共同

营造和谐、 健康的良好社区环境

做出努力与贡献。

据介绍， 本次禁毒宣传活动

让更多的人进一步了解到毒品的

种类及危害， 也在一定程度上消

除他们在毒品认识上的误区，让

“无毒社区、健康人生”的观念深

入人心。 同时，也大大增强社区居

民的防毒能力和拒毒意识。

石牌南大社区召开抗疫表彰大会

他们是最亮的“抗疫之星”

信息时报讯（记者 焦何

结）

9 月 25 日晚上，石牌街南

大社区在石牌东路 87 号至

97 号居民区召开抗疫表彰大

会， 为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中做出重要贡献的单位及个

人颁发荣誉证书。

本次表彰大会由南大社

区党总支书记、 居委会主任

朱长珍主持。 她动情地说，

“在抗‘疫’的过程中，有太多

的逆行者，太多让人泪目的故事。 为了庆

祝我们来之不易的好日子，也为了感谢在

疫情中默默付出的每一个人，我们特地举

办这次活动。 ”

大会上，主持人介绍的一个个先进事

迹，引发了居民群众的阵阵掌声。 疫情防

控战的胜利，离不开这些“抗疫之星”的付

出，也离不开广大居民群众的支持与配合。

当晚，南大社区还在表彰活动现场播放了

露天电影《特警队》，并宣传了全国第七次

人口普查工作， 得到了居民的支持和配

合。

信息时报讯（记者 焦何结 通

讯员 陈远春 易瑞虹）

十月喜迎中

秋又逢国庆，借此契机，龙口西小

学龙口校区以丰富多彩的节日活

动为中秋送情、为祖国献礼。

9 月 28 日， 节日主题班会拉

开序幕。 班会上，老师带来的知识

丰富多彩。 中秋节如何而来，中秋

节的内涵、 底蕴具体为何……老

师们一一道来， 学生们听得有滋

有味，在知识的熏染中，大家对节

日的到来更添期待。 此外，学生们

对国庆的知识学习同样兴致高

昂，大家认真倾听老师的讲述，也

热情无比地与同学分享自己的所

得。

9 月 30 日， 全体师生一早来

到操场， 迎来了石牌街道和社区

居委会的干部、工作人员。 他们和

师生一起欢聚，大家精神抖擞，姿

态昂扬，升国旗唱国歌表红心。

教导主任李灵给大家作了名

为《爱国，从这里做起》的演讲。 她

对孩子们寄予厚望， 期待大家用

踏实的行动，在生活中、学习中从

小事做起，爱国爱家；以优秀的逆

行英雄为榜样，当独立、进步、自

由的好少年。

二年 4 班的同学们则用稚嫩

整齐的童音把《歌唱祖国》《中国

字中国人》 等歌曲唱响，“写好中

国字，做好中国人”，大家把对自

己的期待， 对国家的热爱融在歌

声里。 接着，全体一年级的学生齐

唱爱国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

二年级也齐声演唱《红星歌》，浓

浓的爱国情怀伴随着歌声洋溢在

校园里。

据悉， 学校还将一系列精彩

活动延伸到了假期里。 在八天小

长假里， 孩子们学唱一首爱国歌

曲、学讲一个爱国故事、观看一部

爱国影片、 了解或参观一个爱国

教育基地、分享一个假期收获。

社区工作人员向行人派发禁毒宣传资料。 通讯员供图

南大社区抗疫表彰大会现场。 受访者供图

龙口西小学龙口校区：

孩子们唱响红歌为祖国献礼

华标社区举办迎中秋游园活动。

通讯员供图

“抗疫之星”单位

广州市天河商业总公司、天河购物中心

广州市衍兆物业管理有公司、万俪购中心

广州广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银兰苑物业

广州明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天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聚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锦华轩物业

“抗疫之星”个人

明轩小区居民 叶德智

南大社区退休党员 胡向东

南大社区党员 岑淑贤

南大社区工作者 何俊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