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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雷锋精神
开展志愿服务
本报讯 渊记者林梅英 通讯
员尤永富冤 为推动学雷锋志愿服
务常态化袁近日袁我市交通运输局
部分党员干部在该局局长陈连的
带领下袁积极开展志愿服务活动遥
志愿者尧社区干部一起袁到同
济花园开展卫生清洁活动遥 大家
工作积极袁成效明显遥 同时袁以此
次志愿服务活动为契机袁 向社区
群众尧商家派发扫黑除恶尧宪法尧
禁毒等宣传资料袁开展宣传活动遥

廖屋村庆“三
节目丰富
八”
本报讯渊记者李文静冤3 月 8 日
下午袁 吉水镇廖屋村开展庆祝 野三
八冶妇女节活动袁让该村妇女们过上
一个开心快乐幸福的节日袁 同时推
动和美廖屋村建设遥
廖屋村醒狮队的醒狮表演为活
动热闹开场遥 随后袁该村舞蹈队献上
了精彩表演袁舞蹈叶雪山姑娘曳尧叶天
美地美中国美曳尧叶电话情缘曳尧叶又见
山里红曳等节目获得阵阵掌声遥 表演
者们整齐的动作尧飘逸的舞步袁烘托
出欢庆的气氛遥 随后的拔河比赛更
是将活动推向了高潮遥 各参赛队队
员团结协作尧奋力拼搏袁尽显巾帼风
采遥 场下的村民呐喊助威袁给比赛增
添了一抹亮色遥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
欢乐袁过程跌宕起伏袁扣人心弦袁让
该村妇女在酣畅淋漓的运动中体验
了节日的快乐与喜悦袁 更展示了廖
屋村积极奋进尧昂扬向上精神遥
活动最后袁 主办方给参与拔河
比赛的所有妇女姐妹袁 以及村舞蹈
队队员颁发奖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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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石角灿烂的民俗文化盛宴
本报讯渊记者罗章冤传承民俗文
化袁推进乡村振兴遥 3 月 8 日袁二月
初二袁 石角圩的群众喜迎一年一度
的元宵佳节遥 市新闻中心组织釆编
人员走进石角水乡袁 进乡村尧 观景
点尧走街巷尧看民俗袁零距离感受石
角镇红色文化和元宵节民俗文化遥
人勤春早袁 记者们踏着春天的
脚步向石角出发袁 路上先后参观了
三合革命纪念馆尧 中共南路特委机
关旧址新屋村尧庆华古寺等袁亲身体
验石角红色文化和寺庙文化袁 认为
石角镇的红色文化和寺庙文化底蕴
深厚袁很有挖掘和发展价值遥
来到充满着喜庆的街头巷尾袁
记者们兴奋不已袁 忙着用镜头记录
下一个个精彩的瞬间噎噎从采访中
了解到院 二月初二袁 民间俗称龙抬
头尧春耕节尧农事节尧春龙节等袁是中
国民间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袁 是人
民群众祈求人丁安康尧风调雨顺尧五
谷丰登的日子遥 同时也是石角镇石

角居委会渊石角圩冤和陆川县古城镇
盘龙村委会渊盘龙街冤两地群众的传
统元宵佳节遥二月二袁也许是全国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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宵佳节当地群众均开展丰富多彩的
民俗活动遥除了白天有傩戏表演尧游
神尧龙狮街舞尧飘色巡游尧杂技表演

罗 州 街 道 举 办“ 三 八 ”文 艺 晚 会
25 名妇女 78 户家庭获奖

本报讯 渊通讯员张思燕冤3 月 6
日晚上袁罗州街道以野巾帼奋进新时
代冶为主题庆野三八冶暨表彰野五好冶
文明家庭系列活动文艺晚会在新南
社区梁屋地村文化广场举行袁 表彰
了 25 名妇女和 78 户家庭袁 来自该
街道辖区的妇女代表们用歌曲尧舞
蹈尧朗诵等形式袁唱响了新时代女性
的新面貌和新精神遥
活动现场载歌载舞尧一片欢腾遥
19 时 30 分袁 一支由春之燕舞蹈队
带来的 叶祝福祖国曳 拉开了晚会序
幕遥 晚会节目精彩纷呈尧形式多样袁
特别是独具民族特色的 叶巾帼英
雄曳袁悠扬舒畅的非洲鼓叶一瞬间曳袁

水泥不凝固
消委会帮维权
本报讯渊通讯员吴平清冤近日袁
雅塘镇的莫先生将一块野市场卫士尧
真诚维权冶的匾额送给了市消委会袁
感谢消委会帮助其维护权益遥 这起
因水泥质量问题引起的消费纠纷终
于划上句号遥
雅塘莫先生在去年 10 月份袁准
备在雅塘碰山村老宅居地拆旧 建
新袁 首层楼顶购买使用了在广东某
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购买的 36 方混
凝土袁使用 5 天后仍不能凝固遥 莫先
生将情况反映给该公司后袁 一直没
有得到处理结果遥
莫先生于 11 月底到市住建局
进行申诉维权袁 市建筑工程质量检
测站检测结果表明袁 送检的样品没
有达到标准强度遥
随后袁莫先生向厂家索赔未果袁
遂向廉江市消委会投诉袁 要求赔偿
15 万元遥 经过市消委会认真调查取
证袁多次与公司沟通协调袁帮助莫先
生挽回损失 50000 元遥 廉江市消委
会提醒广大消费者袁 购买商品一定
要取得购物凭证遥 只有这样袁才能更
好地维护合法权益遥

迟的元宵节遥
元宵节共三天三夜袁 从二月初
二日起到初四日夜 24 时止遥每年元

外袁晚上还在元宵场燃放烟花尧跳元
宵和歌舞团的精彩表演及相声小品
等节目遥
元宵佳节期间袁 家家户户都大
宴宾朋袁 其乐融融遥 人们争相在路
上尧家门口看舞龙尧舞狮尧游神曰相聚
元宵场看歌舞表演尧 看傩戏 渊跳元
宵冤等袁民俗文化年味十足遥
石角镇的二月二闹元宵活动展
示了岭南独具客家文化和别有情趣
的民间风俗袁游娱结合袁是一道独特
的民俗文化盛宴遥 这一传统文化习
俗袁寄托着民众消灾除害尧求吉纳福
的美好愿望遥
石角镇委镇政府近两年来致力
于打造当地独特的民俗文化和红色
文化品牌袁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袁推
进文明新风建设袁 传承民俗文化和
红色文化袁带动乡村旅游尧推进乡村
振兴袁发展形势令人鼓舞遥
图为石角民俗活动
郭龙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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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李文静 通讯员
宋堪存冤3 月 7 日袁在野三八妇女节冶
来临之际袁 湛江市同创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联合我市禁毒办来到市戒毒
所袁为戒毒女学员开展主题为野在温
暖中遇见自己冶的情暖监所窑三八节
温情会袁 帮助女性戒毒学员积极戒
毒袁送上节目的问候和情感的支持袁
让她们感受到社会的关爱遥
同创禁毒社工总干事宋堪存主
持活动袁 为戒毒女学员送上节日的

毒

女

学

祝福袁并宣传就业创业帮扶措施袁鼓
励她们树立自尊尧自强尧自信尧自爱
的人生观袁懂得保护自己的权益袁爱
护自己的身体袁 并能够早日戒除毒
瘾袁回归家庭袁融入社会袁重新开启
健康正常的新生活遥
活动在欢乐舒畅的音乐中开
始袁 禁毒社工给每位戒毒女学员送
上节日祝福的鲜花和节目小礼物袁
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祝福遥 活动还邀
请了广东省心理咨询师协会会员尧

员

送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梁毅斯老师为
女性戒毒人员提供野心灵在舞蹈冶的
心理康复训练服务遥 首先是引导戒
毒女学员蒙眼跟随音乐舞蹈袁 尽情
释放自我袁让心灵重获自由遥随后分
组袁 让禁毒社工与女学员面对面交
谈袁疏导女学员们的情绪袁倾听她们
的心声袁了解她们的需求遥聊天谈心
结束后袁学员自发组织围成一圈袁互
相分享感悟袁争相发言袁互诉心声遥
社工在整个过程都在陪伴着学员们

时尚动感的舞蹈叶卡路里曳赢得现场
观众阵阵掌声遥
晚会表彰了该街道 10 名野优秀
社区妇女干部冶尧10 名野优秀街道机
关妇女干部冶尧5 名野巾帼创业标兵冶
和 78 户野耶五好爷文明家庭冶袁并要求
受表彰的代表再接再厉袁树立模范袁
带动辖区广大妇女努力提高创业创
新本领袁以艰苦创业的志气尧勇于创
新的勇气尧创先争优的锐气袁在推动
廉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勇撑半
边天遥
左图为罗洲街道文艺晚会现场
张思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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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聆听忏悔尧一起狂欢奔放袁给
以亲人般的情感支持遥 最后全体人
员合影留念袁为活动画下圆满句号遥
这次活动达到了促进禁毒社工
与戒毒康复女学员的互动袁 了解她
们心理变化袁加强感情支持袁促进戒
毒康复的目的遥 一些戒毒女学员在
活动中流下了眼泪袁她们纷纷表示袁
参加此次活动收获良多袁 感悟了人
生道理袁学会勇敢沟通袁学会面对困
难袁从而增强了戒毒信心遥

移 民 村 将 建 成“ 美 丽 家 园 ”示 范 村
本报记者 揭英隆
沿着运河基公路袁 一边欣赏运
河风光袁 一边领略春花烂漫的笑脸
噎噎星期六袁 记者一行驱车来到石
城镇荔枝墩村委平坡仔村袁 看见村
庄周边遍野的油菜花迎风摇曳袁金
灿灿一片袁 游客被这个鲜花环绕的
野世外桃源冶所吸引袁正在拍照留念袁
记者也趁机按下了快门遥
野从去年开始袁平坡仔村将村中
土地集中开发袁 并从云南购买油菜
种子袁试种了 100 多亩油菜袁目前已
开花结果袁 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
绝噎噎冶该村村长梁永初告诉记者遥
种植油菜是该村利用地缘优势

发展乡村旅游业袁 建设新农村的第
一步遥 记者漫步该村袁看见穿着平坡
仔村环卫工作服的工人正在保洁村
道袁房前屋后尧道路干净度都能够与
城市街道媲美袁家家窗明几净袁村居
秀美如画袁 太阳能和电能两用路灯
静立路旁袁 路旁绿化树嫩芽鲜绿中
泛出淡黄噎噎漫步村中袁 仿佛置身
风光旖旎的小公园袁生活精巧别致遥
该村距离市中心约 5 公里袁与
华源城近在咫尺袁是一条移民村袁全
村 70 多户 400 多人遥 有几家企业租
用该村土地建起了工厂袁 大部分村
民都已进工厂打工袁 逐渐告别了面

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时代袁 处处呈
现出浓浓的都市生活气息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之后袁 该村
多措并举的推进新农村建设袁 一是
规划新村场袁建设新村庄袁使村庄道
路横直有序遥 目前袁该村已被作为全
市六条野美丽家园冶示范村之一袁加
快建设进程遥 二是将通村公路由 4
米扩大到 6 米袁并配套绿化尧亮化工
程遥三是发展经济遥他们将村中土地
收归村集体所有袁综合开发袁一部分
种植经济林木尧景观林尧鲜花袁发展
乡村旅游业曰 一部分建成泥鳅养殖
池袁 村集体负责提供泥鳅种苗和饲

料袁 承包给村民养殖袁 收益归承包
户袁村负责回收商品鱼再销售遥 还计
划利用运河水建一个流动水的游泳
池噎噎梁永初细说着该村的规划建
设项目袁描绘着该村的憧憬图遥
该村一出门就是好风景袁 油菜
花尧黄花风铃即在村边袁还有清澈的
青年运河经过遥 如今袁环境改善了袁
村庄美丽了袁 幸福村百姓的生活质
量也随之提高遥 村民们乐呵呵说道袁
楼房尧水泥路尧水尧电尧光纤尧路灯尧健
身广场样样都有遥
野吸进去的清鲜的空气袁眼里看
到的满是翠绿遥 冶一位游客说遥

1尧揖举报铱安铺南兴居委会坡贞
塘村无名快餐盒厂废气污染扰民
市民反映安铺镇南兴居委会坡
贞塘村民生制衣厂旁边有无名快餐
盒厂袁每天 07院00-19院00 左右加工
塑料袁 臭味严重影响附近居民的生
活和身体健康遥该现象已存两年多袁
现希望有关部门尽快查处遥
安铺镇政府回复院经查袁被投诉
单位是廉江市安铺百洁包装材料
厂袁持有营业执照袁但未有排污许可
证遥该厂设立几年以来袁几年来被群
众多次投诉废气污染遥 我镇及市环
保尧安监部门曾多次查处过袁其生产
时断时续遥 我们已向市环保局反映
污染情况袁现正待进一步依法处理遥
2尧揖举报铱雅塘镇高山下村委会
新塘仔村村民土地纠纷问题
冯观寿先生是雅塘镇高山下村
委会新塘仔村 34 号村民袁其邻居冯
文意图霸占其土地建围墙袁 镇政府
相关部门到现场处理袁 表示无法协
调遥 12 月 3 日深夜袁冯文私自毁坏
其围墙强占土地袁 冯观寿先生当时
已报警袁但派出所无人到现场处理遥
冯文强行霸占其土地的行为极不合
理袁望相关部门尽快核查处理遥
雅塘镇政府回复院 关于冯观寿
先生反映其与邻居围墙纠纷的问
题袁我镇领导高度重视袁安排综治尧
国土所尧 村委等部门工作人员到现
场调处遥工作人员多次做双方工作袁
但双方不服遥建议走法律途径解决遥
3尧揖投诉铱安铺镇田头仔村委会
下田村土地纠纷问题
黎先生反映袁2018 年 7 月份安
铺镇田头仔村委会下田村毛康武强
占了其宅基地建房袁约几十平方米袁
希望相关部们尽快跟进处理遥
安铺镇政府回复院一尧黎先生反
映毛康武强建房占用其宅基地一
事袁现答复如下院安铺国土所人员尧
田头仔村委会干部已于 2018 年 10
月 23 日上午到现场调解袁双方均未
能提供有力的证据袁 调解未能达成
一致遥二尧安铺国土所已责令争议双
方在宅基地纠纷未解决前袁 维持现
状袁任何一方不能单独改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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