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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助力家乡建设的吴川一众乡贤
来说，龙土养是其中一份子。自1999年捐
资家乡新农村建设以来，他20年来累计
捐资约超百万元，支持家乡建路建桥、修
建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社区绿化以及重阳
敬老、志愿服务活动、文体活动、奖教奖学
等公益事业。20年来，他初心不改，在公
益路上坚定前行。

心系家乡发展 主动贡献力量
“当年吴川大大小小的乡村都在火热

建设中，社区也不能落后啊。”龙土养告诉
记者，2000年，吴川掀起了新农村建设的
热潮，全市各地的农村都在动员外出老板
捐资建设家乡。龙土养所在的博铺街道沿
江社区，地处小东江河边，出入是一条小
路，雨天泥泞不堪，晴天尘土飞扬，群众走
路难。但该社区外出老板少，没有捐资带
头人。为此，龙土养主动站出来，带头捐资
几万元作榜样，协助社区干部发动群众齐
心建设。最终，一条长1500米、宽12米的
硬底化水泥道路建设起来了；一座长100
米、宽12米的水泥桥建设起来了，使村中
直通乡道县道，解决了群众行路难的问
题。此后，他又带头捐资几万元，搞好社区
的绿化、建休闲凉亭，同时捐资十多万元建
设其他公共文化设施。现在的沿江社区道
路硬底化，绿树成荫，环境优美，文化设施
齐全，颇具江南水乡的风韵。群众生活幸
福指数高，龙土养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浓浓敬老情 情暖夕阳红
龙土养，有着一份浓浓的敬老情。从

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他就向社区部分老
人发慰问金以表敬老情。后来，他向社区
干部提议发动社区知名人士，在重阳节当
天捐资宴请社区60岁以上的老人，并给65
岁以上的老人发慰问金。他的提议得到干
部群众的响应，至今沿江社区的集体重阳
敬老活动已开展了11年，龙土养每年都带
头捐资一至两万元不等。

此外，他对家乡乡亲有着深厚的情怀，
有时还在家中设宴宴请部分乡亲父老。如
今，他也积极捐资支持茂山书院志愿者服
务队开展各种志愿活动及敬老活动，和志
愿者一起进村入户慰问孤寡老人。最近的
一次是在今年9月4日，他组织志愿者开展
情暖中秋慰问活动，活动中给贫困户、孤寡
老人送上节日物品及月饼。

捐资奖教奖学 担当社会责任
龙土养热心支持奖教奖学和文体活

动。他一直积极参与吴川一众知名乡贤开
展的奖教奖学活动，20多年来，他捐资奖教
奖学的金额超十万元。同时，他十分热心支
持文体活动，自2003年以来，他每年都带头
捐资及协助沿江社区举办端午节龙舟赛活
动。今年，除了捐资龙舟赛活动之外，他还
捐资给茂山书院志愿者服务队在沿江社区
举办扫黑除恶文艺晚会，捐资近万元协办吴
川市扫黑除恶书画展，捐资近万元给香山妇
女之家举办“六一”文艺晚会。

“得益于新中国给了我们创造美好生
活的环境，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尽绵薄
之力回馈社会。今后，我不仅要继续履行
这份责任与担当，还要动员公司所有的员
工积极参与公益活动，最大限度地尽一份
社会责任。”龙土养动情地说。

二十年坚持行走在公益路上

本报讯 （记者林宇云 通讯员湛
环宣）为树立绿色低碳的社会风尚，助
力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9月6日下
午，市生态环境局在市第七中学举办
主题为“倡导低碳生活 争当文明市
民”的专题宣传活动。

活动以低碳知识图片展、向师生
发放宣传资料、举行低碳知识有奖问
答活动等形式进行。现场共发放奖
品 2000 份，派发《绿色低碳知识读
本》、《绿色生活 ABC》等宣传资料
6000多册。

市生态环境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举办此次活动，提高了全校师生低
碳环保意识，引导他们崇尚简约适
度、绿色低碳的出行和生活方式，营
造人人讲节约的氛围，为建设美丽
湛江贡献一份力量。他呼吁同学们
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要将低碳环保
真正融入到生活中，养成节约的良
好习惯。

本报讯 （记者曹龙彬 通讯员蔡
庭 吴智雅）9月7日，雷州市关工委举
行“最美五老”与“最美青少年”表彰大
会，首次对该市“最美五老”和“最美青
少年”的138人给予表彰。活动有助于
营造全社会重视和支持关心下一代事
业的良好氛围。

当天，表彰会宣读并通过了致全市

“五老”倡议书和致全市青少年倡议书，
给何明冰、周昌琼等71名“最美五老”和
黄愉婷、劳建育等67名“最美青少年”颁
发了荣誉证书。大会还介绍了“最美五
老”和“最美青少年”的感人事迹。

据悉，表彰大会称赞“最美五老”的
美彰显在退休不退志，“老骥伏枥，志在
千里”，能充分发挥“五老”的独特优势。

“最美青少年”突出表现在品学兼优、尊
师敬老、孝顺父母、助人为乐、拾金不昧、
爱好广泛、勇于创新等。

据了解，雷州市关工委为助力青少
年健康成长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显著成
绩，涌现出大批先进典型。其中，北和镇
退休职工吴锦，利用自家庭院创办了一
间校外教育辅导站，免费为广大青少年

提供学习绘画和舞蹈的场地，爱心义举
坚持了28年；附城镇的退休教师陈培
均，20多年来坚持为村民送报、读报，义
务当河北小学的义务图书管理员……同
时，涌现出大批“最美青少年”，他们积极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开展学
雷锋活动，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
人，正在茁壮成长。

进行时进行时 倡导低碳生活 争当文明市民

雷州表彰“最美五老”和“最美青少年”

▶学生们在活动中阅读低碳知识
有关读本。

本报记者 林宇云 摄

本报讯 （记者曹龙彬 通讯员戴
李春）连日来，雷州市爱心人士、该市
政协委员范金珠（人称“珠姐”）带领爱
心人士，来到位于雷州市白沙、附城、
南兴、调风镇（街）的村庄、敬老院、麻
风村等，慰问五保老人、孤儿、特困户
和麻风病患者，给他们送去了月饼、慰
问金等节日礼物，并祝愿他们节日快

乐。据悉，自 1996 年以来，每逢中秋、
春节等节日，范金珠都会慰问孤寡老
残，至今已坚持24年。

为了让社会上更多的人了解和关
心麻风病患者，做好对这些群体的救
助工作，范金珠 24年来一直不间断地
带领爱心人士对麻风村的麻风病患者
开展慰问活动。这次中秋佳节越发临

近，她又惦记起了生活较为贫困的五
保老人和麻风病患者。前几天，珠姐
便开始了她的中秋慰问之旅。随着中
秋节的临近，她足迹遍布雷州市多个
乡镇的敬老院、孤儿院、精神病院、麻
风病院以及孤寡老人、残疾人、孤儿的
家，给这些孤寡老残者送上温暖，受到
社会各界称赞。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雷鹏）近日，天
气阴晴不定，电动自行车非法加装遮阳伞
出现反弹趋势。为进一步加强电动自行
车交通安全管理，交警霞山大队开展电动
自行车非法加装遮阳伞专项整治。

在整治行动中，专项整治小组对违
法加装遮阳伞的电动自行车进行精准查
处，做到查获一起，现场拆除收缴一起。
据统计，整治行动共查处交通违法40余
起，收缴遮阳伞 30 余把。霞山交警提
醒，加装遮阳伞会给自己的人身和交通
安全带来极大安全隐患，希望广大市民
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共同营造文明、安全
的交通环境。

本报讯（记者邓耀瑞 通讯员戴李春
吴智雅）9月7日，雷州市爱心人士深入乡
镇村庄慰问100名五保老人。他们还帮助
五保老人清洁卫生，给老人们营造清洁舒
适的生活环境。这一“爱心慰问＋环境整
治”的方式，演绎了不一样的中秋关爱。

这群爱心人士只要了解到哪个乡村
的五保、残疾、单身妇女等群众存在生活
困难，就热心地组织一起上门慰问援
助。每年中秋、春节期间慰问困难群众，
已是他们的惯例“爱心动作”，至今已坚
持了8年。

当天上午，这群爱心人士与五保老
人们促膝谈心，询问其生活现状，了解
其存在的困难问题，叮嘱他们如何照顾
自己，如何科学合理安排生活起居，给
每名五保老人送上 100 元红包以及月
饼和面条等。“我们已经成为你们每年
的固定牵挂，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太
谢谢大家了。”

令人感动的是，看到不少上年纪的
五保老人因行动不便，导致生活环境的
卫生搞不好。爱心人士们二话不说，就
操起扫把、铁铲、篓筐等工具清扫。除了
清扫房间、院子和村巷道外，还帮忙清洗
污水道和卫生死角等。行动中，大家齐
心协力，在烈日底下埋头清扫，直到把五
保老人们的“门前雪”打扫得干干净净，
深受社会各界人士称赞。

本报讯（记者李亚强 通讯员廉公宣）
9月4日，由廉江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主
办、廉江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湛江市
同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办的“唱响禁毒
歌，走好健康路”主题活动暨禁毒大讲堂教
育活动举行，逾100人参与此次活动。

活动在禁毒教育宣传片的播放中拉
开序幕，通过生动的画面向现场人员诠释
毒品的“可怕”。由同创禁毒社工开讲《禁
毒大讲堂》，用专业知识与真实事件相结
合，让大家更深刻地认识到毒品危害。这
次活动的开展有效引导在所戒毒学员树
立正面乐观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巩固提高
戒断效果，助其筑牢防毒墙，走好健康路。

本报讯 （记者潘洁婷 通讯员黄佩
莹 林良柏 肖敏章）“有您的帮忙，我们的
纠纷终于解决了。”廉江市良垌镇米贯村
村民拉着良垌镇委书记、人大代表刘明宇
的手激动地说。这是良垌镇人大通过建
立代表参与纠纷化解机制，让人大代表参
与化解群众矛盾纠纷的一个缩影。

日前，市、县、镇三级人大代表联合山
心村人大代表联络站到米贯村成功调解
一起纠纷。据了解，米贯村多年前对外承
包一口鱼塘，承包方一直按合同经营、缴
纳承包费。前段时间，米贯村村民发现承
包方不断挖土外运，对所承包鱼塘造成损
毁。村民要求承包方马上停止挖土，但承
包方表示所运泥土用于辖区堤围加固工
程，工程重要不能停工，为此引发纠纷。

经过现场调研，代表们指出，承包方
挖泥有利于鱼塘的深化经营、可以为堤
围加固工程提供土方；但挖泥须经米贯
村民同意，同时亦须报镇自然资源部门
审批同意后，方可动工。代表们向政府
及其职能部门提出承包方马上停工的建
议。同时，堤围加固工程是民生大事，也
不能耽误，米贯村民要尽快选择合适地
点进行取土。经调解，涉事双方对人大
代表的处理意见表示赞同。最终，纠纷
得以妥善解决。

良垌镇人大针对全镇各类项目建设
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稳定因素，充分发挥
人大代表知法、懂法、公平、公正的民主优
势，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和难点事件，为推
动辖区的和谐稳定积极作为。

本报讯 （记者欧丹丹 通讯员龙志
松）9月8日，在吴川市举行的“吴川有爱
—为支持孤寡老人免费午餐动起来”线
下宣传活动现场，吴川市十多位美术家、
书法家现场义拍书画作品(如图，通讯员
龙志松 摄）为孤寡老人免费午餐筹款。

当天有数十位企业家和爱心人士
到场参加义拍。爱心人士纷纷加价竞
拍，将活动推向高潮。仅书法家吴德明
的作品就一连拍出了数幅，共筹得善款
近3000元。吴川美术家协会秘书长段
天华表示，活动旨在带动周围更多的民
众加入爱心服务的行列，用社会的力量
共同托起孤寡老人健康生活、安心用餐
的善举。

礼赞新中国礼赞新中国
奋进新湛江奋进新湛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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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参与
共除毒害

本报记者 欧丹丹

吴川企业家龙土养：

本报讯 （记者林明聪 通讯员林土
寿）9月 8日上午，吴川市比干文化促进
会理事会成员一行10余人，带着中秋月
饼、大米等慰问品和慰问金，慰问了吴川
市福利院、光荣院和盲人院的孤儿、退伍
孤寡老人、盲人，表达对他们节日的祝福
和问候。

“你们连续多年都给我们送中秋月
饼，真感谢你们！”中秋节还没到，就能吃
上了中秋月饼，这让吴川市盲人院的4位
盲人婆婆感激不已（如图，记者林明聪
摄）。在吴川市福利院，该理事会成员看
望了在这里生活学习的 105 名孤儿，送
上了慰问品和慰问金。据了解，该组织
成立9年来，一直致力于开展扶贫助学等
社会公益活动，受到社会各界好评。

爱心市民“珠姐”节前送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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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中秋关爱

雷州爱心人士慰问100名
五保老人

开展节前慰问活动

吴川市比干文化促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