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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美芬）

为弘

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优

良传统，近日，海珠区赤岗街道联合海

珠区工商联会员单位广州市玛莉亚家

政服务有限公司、广州星辰热能股份有

限公司、爱心企业安华白云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举办重阳节慰问活动，上门探访

贫困家庭，向长者送上节日祝福。

活动中，街道工作人员与长者促膝

长谈，亲切询问他们的生活情况和身体

状况， 给他们送上油和米等节日慰问

品，并帮助他们维修家电，解决他们的

生活之需。雷云娣是街道 4 户困难家庭

之一，由于儿子智力残疾，需长期照顾

儿子起居。“谢谢你们，最近我身体挺好

的，过两天我还要去打疫苗呢。”见到上

门探访的工作人员，老人开心地说。

长期租住在社区的老人许捷良，家

里的天然气灶最近总是打不开，生活诸

多不便。 探访当日，广州市玛莉亚家政

服务公司的工作人员带着工具包前往

老人住所，为老人解决了这一困难。“你

们的帮助， 让我觉得关爱无处不在，这

个重阳节我过得很快乐！ ”许老不停地

向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在老党员姚映专家里，探访工作人

员听姚老讲述其当年为党和国家积极

贡献的故事。 据了解，姚映专是一位有

50 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平日里，姚老与

其女儿钟小凤同住，女儿因患有智力残

疾生活而无法自理， 一直由姚老照顾。

对于老人的坚毅和自强，探访人员都表

示很敬佩。

此次活动，不仅让长者感受到党和

社会的关怀与温暖，也进一步营造了尊

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良好社会氛围。

2021“爱在交通公益行”闪亮登场

千名市民低碳出行

打卡“六桥二岛”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见习记

者 王思雨 通讯员 交通宣 马化展 ）

昨

日，“2021 爱在交通公益行”活动在广州

珠江两岸拉开帷幕。活动将绿色出行、文

明创建、志愿服务与公益慈善相结合，用

“线上打卡+公交出行” 的方式， 邀请

1000 位市民打卡 6 座代表性的大桥、2

座新时代岛， 践行“低碳出行”“爱与关

怀”公益理念。

低碳出行“广式交通服务”让人点赞

据悉，“爱在交通公益行” 活动由广

州市文明办、共青团广州市委员会、广州

市交通运输局指导，以“桥续奋进路，低

碳公交行” 为主题， 将持续至 10 月 24

日。 活动通过邀请千名市民体验多样化

的公交出行方式， 倡导市民优先选择公

交出行，降低城市碳排放。

“爱在交通公益行”活动至今已举办

4 届， 根据主办方为参赛者推荐的碧道

骑行线， 今年不少市民选择骑共享单车

完成全程。昨日上午 9 点，参赛市民在西

堤码头完成拍照打卡留念后陆续出发。

一群群骑行爱好者骑着共享单车， 沿着

珠江逐一完成打卡任务。 参与公益行的

参赛者中，除了“老粉丝”外，还新增不少

初次参赛者。当中既有广州街坊，也有来

穗大学生及务工人员、港澳青年等。提起

“广式交通服务”， 香港青年婉银竖起大

拇指连连点赞。平时，婉银喜欢和朋友们

到网红店“逛吃”打卡，骑共享单车、坐地

铁公交都是她首选的出行方式。“广州的

地铁太方便了，公交车线路也多，便利舒

适，是很不错的选择。 ”

串联景点 将红色历史融入打卡活动

珠江两岸的变迁， 是城市发展和文

明创建的缩影。 1933 年，广州第一座横

跨珠江的桥梁———海珠桥建成通车，成

为连接广州“河南”“河北”的唯一通道。

此后，一座座跨江桥梁拔地而起，方便两

岸人民的生活，也成为广州靓丽的“新名

片”。

据了解，“爱在交通公益行” 活动通

过“线上打卡+公交出行”的方式，将人

民桥、海珠桥、江湾桥、海印桥、海心桥、

琶洲大桥 6 座代表性大桥和二沙岛、海

心沙 2 个新时代岛串珠成链。 市民可沿

途体验广州便利的现代化立体交通网

络，欣赏广州珠江两岸的靓丽风景，全面

感受广州的巨大变化。 活动路线还串联

了相关红色文化资源， 市民乘坐红色公

交、红色游船，出门见学堂、随时学党史。

为鼓励市民将绿色出行贯穿于日常

生活，主办方为参与活动者定制了“全国

交通一卡通”和“共享单车骑行月卡”。其

中，“全国交通一卡通” 可在国内 300 多

个城市的公交地铁使用。 而哈啰出行则

设计了活动专用共享单车， 不仅让市民

骑行体验感更好， 也成为打卡点一道靓

丽风景线。

点亮爱心 打造“善城广州”

公益慈善， 日渐成为广州这座城市

生活的一部分。 本次活动全程约 18 公

里，不设终点、起点，参赛者通过扫码答

题、玩小游戏完成打卡。完成 6 座桥梁打

卡的参赛者， 可获得完赛奖牌及多份礼

品。值得关注的是，市民每完成一个打卡

任务，就会“点亮”一颗爱心，每颗爱心代

表着相关公益企业将为“灯塔·爱在交

通”基金捐赠 10 元的善款。也就是说，市

民完成打卡的同时， 也能传达“爱与关

怀”公益理念，打造“善城广州”。

据主办方介绍，“爱在交通公益行”

活动收取的活动报名费， 也将全部捐给

“灯塔·爱在交通”基金，帮扶救助在广州

交通系统内遭遇重大疾病、 意外事故等

困难情况的职工， 向见义勇为的职工表

示支持和鼓励。 据悉，成立于 2015 年的

“灯塔·爱在交通” 基金目前已帮扶案例

123 个， 帮扶金额 42.7 万元。 2020 年，

“灯塔·爱在交通”基金荣登 2020 广州慈

善榜，获得“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荣誉

称号。

公共交通网络有了这些新变化

广州地铁运营里程：

589.4

公里

广州公交线路长度：

2.4

万公里

累计推广和应用新能源公交车：

14792

辆

新能源巡游出租车：

15898

辆。

（今年， 全市新增以及更新的公交

车辆、巡游出租车均为新能源车辆。 ）

2021年广州绿色出行服务市民满意

率：

84.5%

海珠区赤岗街举办重阳节慰问活动

将祝福送到特困户和长者家中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亨攀）

昨日

上午，由南沙区文明办主办，东涌镇党

建工作办承办，东涌镇马克村、东涌镇

马克生态园、东涌镇团委协办的文明东

涌争上游———东涌镇“叹乡村旅游·树

文明新风”主题实践活动在东涌镇马克

生态园举办。来自信息时报小记者俱乐

部的 20 名小记者齐聚在此，学礼仪、共

同宣读《中国公民文明旅游公约》、体验

特色主题活动。

“你好、请、谢谢、对不起、再见———

这是‘10 字文明礼貌用语’，也是平日

里最经常用到的礼貌用语。 ”活动邀请

了广州市人事局继续教育培训师资库

讲师郑亚进行文明旅游主题演讲，向小

记者分享文明出行、文明旅游时的礼仪

礼节。随后，在主持人的带领下，小记者

共同宣读《中国公民文明旅游公约》。

活动现场，小记者和家长不仅亲手

DIY 草帽，还在水稻科普展览主体验了

一把当“小农民”的乐趣。通过志愿者讲

解，小记者了解了水稻从种植到收成的

每一个环节，以及割水稻、打稻谷的要

点和技巧。“割水稻时， 要反手抓住稻

谷、 离泥土 1 个拳头的高度处割下去；

稻谷要斜着打、记得换一面打。 ”

体验下田割稻时， 小记者热情高

涨、干劲满满。不少家长还亲自下场，手

把手教学。“以前读书的时候，每年都有

‘农忙假’，学习特意放假让我们回家帮

忙收稻谷。 这次看到这片稻田，很有亲

切感。”家长姚先生表示，只有让小朋友

们亲自体验一把割稻、 打稻谷的艰辛，

才能真正领会“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

苦”的真谛。

东涌镇举办文明东涌争上游———东涌镇“叹乡村

旅游·树文明新风”主题实践活动

时报小记者割稻打谷体验“农耕忙”

小记者和家长一起亲手

DIY

草帽。

市民乘坐红色公交、红色游船，出

门见学堂、随时学党史。 通讯员供图

不少市民选择骑共享单车完成公

益性打卡活动。 通讯员供图

探访工作人员为长者送上节日慰问品，上门维修电器。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