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醒

岭南街表彰志愿服务先进分子

羊城晚报讯 记者严艺文、通讯员交通宣报
道：因白云山麓湖越秀山连通工程施工的需要，
12 月 4 日凌晨 0 时至 12 月 8 日 24 时，将对环
市中路越秀公园北门至陶瓷大厦段南侧辅道及
人行道实行 24 小时全封闭，封闭道路长约 200
米。 该路段左侧两车道可正常通行。

原途经该封闭路段的车辆可从前行至桥
下绕行通过封闭区域， 行人可经该路段的行
人专用疏解线路绕行通过封闭区域。

环市中路有200米
明日起封路五天

停靠站：广州岭南街道扬仁西社区、大沙街大沙北社区，佛山金地天玺、金地珑悦、金地悦荔，珠海华发又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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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周，文化大篷车先后停靠广州岭南

街道扬仁西社区、大沙街大沙北社区，佛山金地

天玺、 金地珑悦、 金地悦荔以及珠海华发又一

城，活动内容涵盖了垃圾分类、志愿服务、邻里

同乐、文明和谐等多个方面。

本次活动由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发起，广

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广东省文

化和旅游厅、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广东省

妇女联合会、广州市民政局、广州市慈善服

务中心、广州市社会组织联合会等单位共同

指导，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广州市社

会工作协会、广州市志愿者协会、广州市公

益慈善联合会、广州市羊城公益文化传播中

心联合主办，广州市启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承办。 广东石湾酒厂集团、天天洗衣（广州）

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公益支持单位。

找寻最美社区工作者

在社区行采访中， 记者发现黄
埔区大沙街大沙北社区内的君和
名城和银丰小区作为垃圾分类的
样板小区 ，不仅仅实现了 “一次性
撤桶成功 ”， 还分拣出了纯度逐渐
递增的厨余垃圾。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大沙北社
区居委党总支书记龙玮琪告诉记
者，一开始有居民不理解，会把垃圾
扔在楼道里。 为此，她曾召集党员、
业委会成员、楼长、物业和热心居民
晚上入户宣传垃圾分类知识，共同清
理楼道垃圾，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感化居民。 “居民看到我们都参与进
来为大家清理楼道，他们也不好意思
再往楼道里随便扔垃圾了，后来再也
没发现往楼道里扔垃圾的现象 ，我
们也顺利实现一次性撤桶成功。 ”

垃圾分类离不开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 ， 社区治理也离不开领头
羊 ，而龙玮琪正是大沙北社区的领
头羊 。 记者采访得知 ，龙玮琪的先

生是一名军人， 在丈夫的影响下，龙
玮琪通过一系列考核成为社区工作
者。 “我们和军人一样要乐于奉献，加
班是常态。 ”龙玮琪告诉记者，自己除
了要在白天完成常规的日常工作之
外， 还要在晚上为加装电梯等问题调
解纠纷，“常规的工作时间中其实很多
居民也出去工作了不在家，所以就需要
我们社区工作者在晚上或者周末休息
时趁居民在家的时候进行工作。 ”

同时，龙玮琪表示，大沙北社区
的工作成果不是她个人的功劳 ，而
是在大沙街党工委、 办事处的领导
下， 以及在街道各职能科室的指导
下， 大沙北社区所有社区工作人员
和辖区居民大力支持的结果。

★龙玮琪
上门为居民清理楼道垃圾

随着 “楼道撤桶 ”工作的推进 ，
对居民的垃圾分类提出了更高要
求 ，前些日子 ，广州越秀区北京街
都府社区在垃圾投放点开设了 “站
桶 ”指导 ，不过 ，都府社区居委会主
任郑江虹却一点儿也不担心 ，因为
在她看来 ，都府社区居民对垃圾分
类早已养成为一种习惯。

郑江虹介绍， 在推进垃圾分类
工作的前期阶段 ，他们花费了大量
的时间走访辖区机团单位 、社区居
民 、“两代表一委员 ”， 通过分发问
卷 、召开座谈会 、居民议事会 、专题
调研等征求各方意见建议 ，在此基
础上经过科学分析 ， 于2014年在全
越秀区率先推行 “定时定点 ”分类
投放模式 。 经过多年的建设 ，目前
都府社区已形成良好的垃圾分类
氛围，楼道垃圾桶全部撤走。

垃圾分类的顺利开展不仅仅要依
靠居委会的宣传工作，更要依靠社区居

民对居委会的信任和认可。 “居民对我
们的信任和认可是长期积累而来的，不
是说有就有的。”郑江虹说。记者和郑江
虹一同走在都府社区时发现，不少居民
在路上见到郑江虹后挥手问好，而郑江
虹也报以笑容问候。 “我很喜欢走出办
公室，在社区中到处走走。 因为社区的
工作不是你坐在办公室就可以完成的，
你要走到大家身边了解他们的需求。 ”

据悉 ， 郑江虹任职五年以来 ，
都府社区先后创建成功广东省 “妇
女之家 ”优秀示范点 、广东省 “巾帼
文明岗 ”、广州市 “幸福社区 ”、广州
市 “最美志愿服务社区 ”、 广州市
“第一批生活垃圾分类样板居住小
区 ”、 广州市 “健康社区 （2019-
2021）”。 社区打造的“15分钟”便民
服务生活圈 、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示
范推进工作得到了省 、市 、区领导
的充分肯定。

★郑江虹
助推垃圾分类成居民习惯

志愿服务传佳话
党群结合创新招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李焕坤 徐振天

实习生 张艺璇

志愿的力量在另一个社区也体
现得淋漓尽致。 同日，广州黄埔区同
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大沙街环卫监
督管理站、大沙北社区居民委员会及
大沙街社工服务站以“党支部 + 义工
服务队”的形式实现党群联动，联合
开展了“党建引领下，共参与垃圾分
类，共享文明社区”主题活动。

大学生小罗和同学一起利用课
余时间参加志愿者活动，在社区进行
垃圾分类知识普及服务，他说：“志愿
者服务过程中需要很大的耐心，但在
这个过程中传递了环保的观念给他
人，自己还是会有极大的满足感。 ”

据介绍，“党支部 + 义工服务
队”的服务方式灵活多变。 前期，大
沙社工站与社区党支部、居委会、义
工队伍联合， 通过社区系列活动宣
传垃圾分类， 并入户普及垃圾分类
知识；中期，组建了“党员 + 义工”
小组， 每天分两个时段引导居民培
养垃圾分类的习惯。

获表彰的志愿者纷纷表示，这次
活动是一场大型的垃圾分类成果展，
既能巩固垃圾分类的服务效果，也可
以倡导更多社区居民加入到垃圾分
类的行动中。

此外，由金地物业华南佛山片区
管理服务中心承办的“美好社区‘爱
回家’”活动，在佛山市金地天玺、金
地悦荔、金地珑悦小区举行。 金地天
玺邀请作家沈涌与业主分享写作的
经验；悦荔亲子嘉年华活动设置游戏
互动环节， 现场俨然一个大家庭盛
会；金地珑悦物业服务中心为业主提
供了理发、缝补、修鞋、磨刀等家政便
民活动，为业主提供居家服务。

11 月 30 日，珠海市华发物业管
理服务有限公司华发又一城管理处
组织了“小业主”参与物管体验营。“小
业主” 们参与到各个物业工作岗位的

“实习体验”工作，感受到社会实践带
来的快乐和成长。 活动促进了管理处
与业主共治、共理、共建华发家园。

◎党群联动美环境
11 月 30 日，岭南街社工服务站开

展了志愿服务表彰暨居家养老服务推
进活动。 记者了解到，2019 年岭南街
居民和团队积极参与到街道各部门、
各社区居委会和社工站组织的志愿服
务中，从文明倡导、为老助残、环境美
化等方面为社区发展贡献力量。

为鼓励表现出色的岭南街志愿
者，当日的活动表彰了十佳志愿者、杰
出志愿者、 优秀志愿服务团队等个人

和团队奖项获得者。
十佳志愿者获得者黄连英已经加

入志愿者团队 6 年了，被队员们亲切地
称为“英英姐”。慰问社区的孤寡、独居、
残康人士，为他们解决生活困难、送餐
……这些事对她来说已是家常便饭。 谈
到残康人士的社区融入时，她深有感触
地说：“我希望有能力的残康家庭可以
多多参加志愿者活动，这对增强他们的
自信心、帮助他们融入社区很有好处。 ”

◎为老助残行公益

羊城晚报讯 记者甘韵仪报道：12月2日，
为期4天的第24届秋季广州国际艺术博览会
落下帷幕。 广州艺博会再一次对外输出广州
岭南文化中心地与千年商都的名片， 也带给
人更多关于人文与城市的思考。

据悉， 本届艺博会共吸引了约28万各界
艺术收藏者、爱好者到场，精彩纷呈的文化艺
术活动及琳琅满目的艺术展品备受市民青
睐。现场总成交额约为7.8亿元，为艺术市场回
温注入有力“强心剂”的同时，也为广州这座
文化名城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每座城市都有不同的人文艺术与文化风
景， 作为城市艺术助推器与放大器的广州艺
博会，也在不断寻找新角度、新思维和新机遇
推动城市美学的复兴与发展。 展会现场，“一
带一路国际大咖秀颁奖盛典”“艺起生活，收
藏未来———2019收藏鉴赏高峰论坛”“与艺同
行———VIP专家导览”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配
套活动给现场观众带来了视、听、感的全方位
感受。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潘深亮、上海文史馆
馆员单国霖、 广东省文史馆信息化研究院副
院长黎展华、 著名艺术评论家彭文斌等专家
针对馆内展品进行详细深入的艺术知识讲
解，与大众来了一场亲密的“美学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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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罗仕、通讯员
来穗宣报道： 记者昨天从广州市来
穗局获悉，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市来穗人员服务管理局门户网站
今天将同步发布 2019 年度来穗务
工人员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工作的信
息，计划推出 420 套公共租赁住房，
面向符合条件的来穗务工人员供应。
12 月 10 日起接受网上预申请，2020
年 4 月 10 日公告摇号分配结果。

据介绍，2019 年度来穗务工人
员公共租赁住房推出分配的有 2 个
房源点，其中白云区 283 套（房源项
目 ：恒大御府 ；地址 ：白云区御府新
街 2 号 、4 号 ），黄埔区 137 套（房源
项目 ：保利瀚林花园 ；地址 ：黄埔区
明伦街 1 号、2 号）。

广州市本级公共租赁住房自
2016 年起面向两类来穗务工人员
供应：一是来穗时间长、稳定就业的
来穗务工人员； 二是高技能人才或
者获得荣誉称号的来穗务工人员。
记者了解到， 今年来穗务工人员申
请公共租赁住房继续沿用去年政
策，实行“积分制”，积分包括“基础
配租分”和“优先配租分”两类。 经审
核公示符合公共租赁住房配租资格
的申请人积基础配租分 60 分，属于
具有高级工以上职业资格的高级技
能人才的申请人或者获得市级“广
州市优秀异地务工人员”“广州市优
秀异地务工技能人才” 称号的申请
人， 或在广州从事公共服务领域特
殊艰苦岗位工作， 或已参加志愿者

(义工 ) 的申请人等均可获得相应优
先配租分。 按其积分高低排列进行
配租， 分数相同的按申请人在穗缴
纳社会保险(医疗保险 )年限(月数 )长
短进行二次排名确定次序； 经二次
排名仍未能确定次序的， 通过摇珠
方式确定。

广州市来穗局提醒， 来穗务工
人员可前往居住地所在区受理来穗
务工人员申请公租房的街（镇）来穗
人员和出租屋服务管理窗口咨询和
领取《2019 年来穗务工人员申请承
租公共租赁住房摇号分配指引》，符
合条件的可于 12 月 10 日—12 月
31 日登录广东省网上办事大厅广州
分厅来穗务工人员申请承租公共租
赁住房专题网页进行预申请。

与大众来了一场“美学漫步”

广州艺博会落下帷幕 420套公租房
专供来穗人员

地铁施工需让位！ 鲁班稳扎稳打一路细心呵护

艺博院六尊雕塑稳步乔迁

12月10
日起接受网
上预申请

“美好社区‘爱回家’”活动在佛山举办

珠海华发又一城组织“小业主”参与物管体验营

大沙北社区活动

龙玮琪（蓝衣者）在工作

来源/广州市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 整理/卫轶

12月2日菜价街市
有料到

计量单位：元/公斤

本地菜心 8.69
大芥菜 6.99
生菜 6.53
西生菜 9.95
菠菜 9.56
红萝卜 6.25
椰菜花 9.06
青豆角 13.31
圆椒 11.13
青尖椒 9.8

荷兰豆 18.31
洋葱 6.36
鲫鱼 23.33
鲈鱼 39.0
鱿鱼 48.13
精瘦肉 74.19
排骨 84.0
鲜牛肉 96.8
生宰光鸡 39.0
红壳鸡蛋 12.17

时间安排
环节 时间安排

房源点开放参观 2019年12月6日-12
月8日

申请人领取资料 2019年12月3日-12
月31日

网上预申请 2019年12月10日-12
月31日

窗口递交申请 2019年12月10日
-2020年1月8日

资格审核 2019 年 12 月 10 日
-2020年2月25日

环节 时间安排
公示申请审核结果 2020年3月10日-3

月29日
公布配租名单 2020年4月8日
摇号分配 2020年4月9日
摇号分配结果公告 2020年4月10日
签订租赁合同
派发入住通知书，
办理入住手续

2020年4月15日起

2020年4月下旬起

本版制表/湛晓茸

公共租赁住房房源情况及租金标准表

小区
租金标准

（元 / 月·平方
米建筑面积）

是否带电梯
物管费

（元 / 月·平方
米建筑面积）

恒大御府 32 是 3.3
保利瀚林 20 是 2.8

最终供应房源套数将根据申请请况和房源情况调整

户型套数

房屋
套数

单
间

一
房
一
厅

两
房
一
厅

三
房
一
厅

283 15 25 210 33
137 \ 17 120 \

一尊正在实施平移的雕塑

郑江虹（黑衣者）与社区居民聊天

羊城晚报讯 记者梁怿韬摄影报
道：为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广州近年来
在不少公共场所设置雕塑作品。 但一
些难以预期的市政施工， 有可能让已
“安家”的雕塑受到影响。 为让雕塑受
影响程度降到最低， 广州在过去 1 个
多月时间， 尝试用创新方式对雕塑进
行保护。 记者 12 月 1 日从广州市鲁
班建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 称 “鲁 班 公 司 ”）获悉 ，该公司利用
各项先进技术， 为广州艺术博物院 6
尊雕塑“搬家”，减轻地铁施工对雕塑
作品的影响。

只能拆掉？
位于麓湖旁的广州艺术博物院，院

前广场上摆放了不少雕塑作品。随着地
铁 12 号线恒福路站开挖施工， 院前广
场部分用地被划入地铁站施工范围，如
何保护这些由艺术大师创作的城市艺
术品不受地铁施工影响？艺博院和地铁
施工方考虑了许久。

“最初，有施工单位提出直接将雕
塑起吊并移走，但这个方案很快就被艺
博院组织的专家否定了。 ”承担本次雕

塑“搬家”任务的鲁班公司雕塑位移项
目负责人李经理告诉记者，小型相对稳
固的雕塑也许还可采用这种方式，但经
专家对拟移动的雕塑进行检查，发现其
中不少雕塑均不像常规建筑物般采用
坚固的钢筋水泥构筑法，不少作品仅用
简单拼接方式构筑，其中 1 尊拟移动的
雕塑，自重就超过 100 吨，高度相当于
正常建筑的两层楼高，不能用常规的方
式移动。

安全搬家！
专家们最终让雕塑安全地“搬家”

且不会受损。 记者 12 月 1 日在广州艺
博院现场看到，4 尊较小型的雕塑已被
钢架和绳索自底座到雕塑本体进行固
定。 李经理介绍，4 尊雕塑原本均位于
艺博院广场范围。 为满足艺博院专家
“不破坏底座和雕塑本体”的要求，鲁班
公司工作人员通过精细化的打凿，将雕
塑底座与广场上固定底座的混凝土分
离，用钢架、绳索等雕塑本体和底座进
行一体化固定，再整体把雕塑作品从原
位置起吊出来。

“这些被吊起来的雕塑，将会被妥

善安置。 ”记者在艺博院外一处花园看
到，包括雕塑大师许鸿飞所作“肥女人”
系列在内的多尊雕塑被安置在此。这些
中小型雕塑由于在“搬家”过程中无论
雕塑本身还是底座均保护和保留，如果
没有旁人讲解，参观市民和游客难以察
觉雕塑曾被移动过。

“中小型雕塑可以这样移动，更大
的雕塑则需要更复杂的方式。 ”李经理
带记者来到地铁工地内，前文提及自重
100 多吨两层楼高的雕塑作品，被钢架
牢牢保护着。 雕塑下方底座处，装有可
供雕塑移动的轨道。

“我们需要将雕塑连底座从原位置
顶升 38 米以安装轨道系统， 再将雕塑
平移 70 米。 ”李经理介绍，他们采用了
以前用于平移建筑的技术，花了两天时
间，小心翼翼将这尊雕塑平移到地铁施
工范围外。

“我们 10 月 18 日进场，如今已成
功让 6 尊雕塑安全‘搬家’。 ”李经理
表示， 鲁班公司过去曾对多栋建筑物
实施移动， 如今他们首次将平移建筑
物的技术，用于雕塑上，既保障了地铁
施工， 同时也让城市文化标志物获得
保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