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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文明办传达学习全国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精神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指示精

神，总结推广全国美丽乡村建设的经验，8月 13日至 14日，中
宣部、中央文明办在浙江省湖州市召开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经验交流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中央文明委

副主任刘奇葆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央文明办

主任黄坤明对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作了总结发言。8月 17
日上午，我市文明办组织干部传达学习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经验交流会会议精神。会上，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文明

办主任冯建标传达了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主要

精神，并结合我市实际，就下一步如何更好地贯彻落实会议精

神，结合美丽乡村建设要求，大力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

具体要求。

（市文明办综合处）

凝聚“天河好人”正能量 助推道德高地建设

天河区在打造我市的经济大区的同时，一直注重道德高地建

设，创新身边好人培树机制，积极培育天河好人文化品牌，天河

好人群体竞相涌现，形成“森林效应”，为天河构筑道德高地注入

了强大的价值力量。截至 2015年 6月，天河发掘、选树“天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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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117名，涌现出全国道德模范郑益龙、时代楷模徐克成、中国
好人尚丙辉、周冲等 14人。同时，天河在全市率先创新成立了李
森关爱残障儿童等六个好人工作室，探索好人社会建设模式。

从建立

健全机制着手。将“好人”评选推荐工作纳入全区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重点，将典型的发掘选树、组织评议、宣传推广等各环节有

机融为一体，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案，全面推进“好人”建设

工作常态化。 从畅通选荐渠道着眼。畅通个人自荐、组织推

荐、社会评荐“三个渠道”。以区-街-社区三级联动渠道为主，积
极鼓励个人自荐、社会各界举荐。截至目前，收到推荐名单近 200
个。 从加强关爱互助着力。开辟“天河好人”QQ 群，加强
117名天河好人信息化管理，有针对性地开展关爱帮扶活动，形成
党委政府引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好人凝心聚力的良好局面。

率先成

立“天河好人”志愿服务总队，引领全区 14万志愿者，开展邻里
守望志愿服务和公益活动。 率先集群式发展好人工作室

（站）。创新设立徐克成关爱健康工作室、老范工作室等 6个“天
河好人”工作室（站），面向空巢老人、外来人员、残障儿童、社

区居民等群体，开展健康咨询、法律援助、社会救助活动逾 500
场。 率先推动形成好人与社会互帮互助良好局面。通过工作

室（站），先后救助、帮扶了黑龙江腹腔巨大畸胎瘤韩冰冰、清远

巨大胸部淋巴管瘤罗彩枝、河南邓州拾荒老人张改玲全家等 100
多人次；开展“微笑广州，文明传递”、“关爱高温下劳动者行

动”等公益系列关爱行动，用爱心传递天河好人正能量，同时也

为所有“天河好人”提供免费体检、口腔保健等健康关爱，形成

“好人有好报”的社会风尚。

突

出文化引领。先后制作《天河好人在行动》等近 10个 MTV，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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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批“天河好人”宣讲团，依托全区 30个道德讲堂，深入学校、
社区、企业，开展道德宣讲逾 250场。 突出宣传造势。先后

在多家省市媒体推出“天河好人”系列专题报道近 400篇 （次），
形成“天河好人”强大的宣传声势和舆论热潮，引起社会各界的

广泛关注。 突出公众参与。2012年以来，天河区开展了“寻
好人，赞好人，帮好人，当好人”、“传递天河好人正能量、共筑

中国梦”、“学习时代楷模 天河在行动”、“幸福传递 全民公益”

爱·梦·享幸福传递系列公益活动等特色活动逾 200场，在全区形
成了市民广泛参与，群众反响热烈的规模声势。

注重基

层“天河好人”建设，全区 21街道、208社区开展特色身边好人
评选。在中海康城社区，每月组织开展“十大社区好人”评选，

他们组成义工队，在社区开展邻里互助志愿服务活动；在天园街，

每月对身边好人好事进行评选，评出“街坊明星”，由身边人选的

“明星”带动居民共建友爱互助、文明和谐环境。如在东方新世界

社区，当业主得知小区保安王同兵因病重及医疗费高昂，想放弃

治疗的消息后，纷纷自发募捐，如今王同兵已经顺利接受手术。

从一个好人到一群好人，从好人工作室到爱心街坊，天河逐步形

成好人社会“新模式”。

（天河区文明办）

亲情相约 圆梦广州

8月 3日至 6日，由市文明办、市妇联联合举办的“关爱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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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流动儿童，亲情相约圆梦广州”———2015年暑期关爱留守流动

儿童夏令营活动在穗举办。来自贵州黔南州、湖南湖北、广东梅

州清远等地的留守流动儿童，共聚羊城，感受广州城市发展的魅

力，体味父母作为广州建设者所付出的艰辛。我市委宣传部常务

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冯建标，市妇联主席苏佩等出席仪式，并

为留守儿童代表赠送礼物，希望他们能借此机会开阔眼界，同时

勉励他们自立自爱。

活动期间，孩子们除了与父母见面外，

还先后参观了广州少年图书馆、广州市儿童公园、广东科学中心、

广州动物园等特色景点，乘坐有轨电车观赏美丽的花城广场夜景，

到广州大学城感受大学氛围。在感受广州城市脉搏的同时，孩子

们对父母工作和生活的城市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来自花都北兴小学的静雯说，参加这次夏令营时其实有些紧

张。但夏令营老师与工作人员的细心照顾，紧张感也一扫而空了。

对于喜欢探索的静雯来说，这次夏令营让她印象最深的是广东科

学中心。

来自梅州的小荣薇说，这次夏令营让自己大开眼界。在广州

少年儿童图书馆。荣薇看到各种各样的图书，“这里简直就是一

个图书城，到处都是书！”荣薇激动地说。本次活动中，小朋友们

还看了巨幕电影。“那电影非常逼真，所有电影里的事物，仿佛

都在自己身旁！”荣薇说，谢谢在夏令营中照顾他们的叔叔阿姨，

自己也感受到广州的繁荣与进步。

由于长期不与父母接触，许多留守儿

童都会感到孤独。今年，主办方特别邀请了儿童心理学教育专家

冯德泉，通过游戏等方式，为孩子和家长开展特别的“心理健康

讲座”。希望通过心理辅导课程引起父母对孩子情感需求的重视，

引导留守儿童以积极健康的心态面对生活。启动仪式结束后，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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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们在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的篮球场上玩起“意志不倒”和

“彩虹人生”两个有趣的团体心理游戏。儿童心理学家冯德泉指

出，通过丰富留守儿童的校外生活，可以有效缓解他们的心理问

题。

（市文明办未成年人处）

美德走基层 好人在身边

7月 28日上午，由市文明办及市文联主办，从化区文明办、
市文联“一家亲”文艺志愿服务团承办，市文艺志愿者协会等协

办的“道德模范故事汇”基层巡演从化专场在鳌头镇举行。

今年广州市“道德模范故事汇”

巡演由去年的十场增至十二场，从化专场为最后一场，也是走基

层，直接面向村民的一场。市文联、从化区文明办、鳌头镇相关

负责人，鳌头镇村 （居） 干部群众及中国好人邹玉兴、李桂洪，

广州好人黄雪兰，区好人区友金等齐聚一起，大力宣传道德模范

事迹，弘扬道德模范精神，营造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

有力量的社会风尚。

本次巡演节目内容撷取了广

州市涌现出的一大批先进人物的感人事迹。活动以热情的歌舞

《时代的光芒》拉开本次巡演的序幕，《爱心传递》、《一个军嫂

的誓言》等节目，以新颖的艺术表现形式叙述了道德模范背后的

故事，他们有用微薄收入帮助他人寻亲的尚炳辉、勇敢的“托举

哥”周冲、无悔照顾患病丈夫的好军嫂郑馥丹、厚德行医的徐克

成、舍身救起落水群众的军人郑益龙等，他们感人的事迹感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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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观众。

“道德模范故事汇”巡演走基层

节目曲调婉转，内容新颖。诙谐幽默的语言，感人肺腑的事迹博

得了现场阵阵掌声。情之所至，不少观众潸然泪下，用掌声和欢

呼回应演员们的精彩演出。此次巡演活动在基层人民群众中培育

和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了社会正能量。

（从化区文明办）

南沙区文明旅游工作抓好四个重点

南沙区按照广州市 2015文明旅游工作要点的工作要求和部署，
积极抓好文明旅游工作落实，结合本区的实际，抓好三个方面的

工作重点。

按照市每年确

定的“文明旅游”主题月实践活动，由区文明办、区旅游局、区

公安分局、团区委、区文广新局作为主办单位，联合主要镇街开

展主会场的文明旅游宣传活动，并通过区的相关媒体开展宣传，

提高群众的文明旅游意识。今年八月份的活动单位确定在涉及旅

游景点较多的大岗镇和万顷沙镇开展。同时，其他各镇街结合辖

内特色，除抓好文明旅游宣传外，还开展不少于 1次以文明旅游
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按照属地管理的责任，落实各级

志愿者到辖内各景区景点开展文明旅游宣传，在全区各道德讲堂

开展的讲堂活动中加入文明旅游宣传内容。由区旅游局印制 5万
册关于文明旅游的宣传单张分发给各镇街，在重大节日期间，由

各镇街组织志愿者派发宣传。区新闻中心、南沙新区报、南沙发

布等媒体和微信平台，每年不少于 12条次关于文明旅游的宣传信
息报道。 在积极响应市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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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的“广州地区诚信旅行社”评定各项工作的基础上，强化各

旅游企业，特别是旅行社的自律意识和企业信誉意识，区旅游局

每年不少于对区内相关的旅游企业进行 2次全面检查和考核。加
强区内旅游从业人员的管理和教育，强化导游带团的文明主体责

任意识，按照带队带团的导游对旅客的文明教育负全责的要求，

强化导游的文明宣传、引导、教育责任，全程做好文明引导和文

明礼仪宣传工作。区内各旅行社每年对导游开展文明旅游培训教

育不少于 4次以上，区旅游局对区内各景点的讲解员培训教育不
少于 2次,每年组织 1次检查。
积极开展文明旅游宣传，设置与文明旅游有关的宣传标语、口号、

提示等，结合各旅游企业的现实需要，按照景区景点室外每 50米
不少于 1处，室内重要环境场所点不少于 1处；酒店入门口、公
共卫生间、走廊、花园、娱乐健身室等处，均设置不少于 1处相
应的文明提示；旅行社在旅客接待处、带团小旗帜、广告宣传单

张、报名表等适合提示的位置设置不少于 1处文明宣传语。全区
共确定文明旅游宣传标语 38条，印发各涉及企业开展宣传，切实
将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南沙区文明办)

全面推广志愿服务标识，全新面貌迎复评

为全面推广和宣传使用志愿服务标识，推进黄埔区志愿服务建

设的制度化和规范化，黄埔将在辖内的各级志愿服务组织和各类

志愿服务活动中，统一推广使用中国志愿服务标识。

黄埔区文明办下发了推广

宣传和规范使用中国志愿服务标识的通知，指导区内各单位、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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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志愿服务组织，结合志愿服务培训、会议和活动等形式，深入

宣传中国志愿服务标识，推进志愿服务标识深入人心。同时，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志愿服务标识推广相结合，充分利用黄埔

信息网、黄埔晨读、黄埔新生活、网络微博等媒体阵地，进行全

方位宣传和报道。

召集黄埔区内的泉叔阳光

工作室、金雁志愿服务总队、惠民社会服务中心、志愿驿站等志

愿服务组织的核心骨干，举办志愿服务交流培训会，以服务理念、

活动组织、队伍管理等主题进行集中培训交流。同时，深入讲解

宣传中国志愿服务标识的组成元素、表现手法、形象特征和文化

内涵。通过培训交流，达成了推广中国志愿服务标识的共识，为

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加强志愿服务队伍建设、提升志愿服务水

平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黄埔区文明办新印制一批

带有“中国志愿服务标识”的志愿服务装备。黄埔区未来所有的

志愿服务活动，都将统一使用有中国志愿服务标识的志愿者帽子、

志愿者衬衣、志愿者马甲、志愿者腰包等志愿服务用品，将中国

志愿服标识带进社区、走进百姓家，提高群众对标识的知晓率，

推进志愿服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其中，中国志愿服务标识以

汉字“志”为基本原型，以中国红为基本色调，以鸽子、红心、

彩带为基本构成，蕴含丰厚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寓意中国特色

的志愿服务事业红红火火，也象征着志愿者将爱心连接在一起，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为实现中国梦贡献力量。

（黄埔区文明办）

8月 9日上午，番禺区“笑融番禺·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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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片”活动举行颁奖仪式，“番禺最美笑容”、“番禺微笑之星”

接受颁奖。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番禺

区从 7月初正式启动“笑融番禺·最美名片”番禺最美笑容评选征
集活动。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先后

向广大市民征集到数千微笑笑脸，经过两轮网上投票后，决出十

大“番禺最美笑容”和二十名“番禺微笑之星”予以表彰。活动

充分展示了广州这座城市的文明、和谐，展现了市民的包容和友

善，同时倡导把积极、自信和责任传承下去，在未来的发展中取

得更大成就。

（番禺区创建办）

8月 6日，越秀区开
展“文明游天下 快乐你我他”文明旅游主题月实践活动。

活动现场开设“文明旅游用语”征集摊位，

组织群众进行投稿，并结合主题开展有奖问答，大力宣传普及公

共文明、规范文明言行、着力倡导国内外文明旅游行为。

活动邀请在旅游服务一线的工作

人员，向辖内的机团单位、学校、家庭及社区群众发出文明旅游

的倡议，组织广大居民群众在活动背景板上签名承诺，号召大家

争当“中国文明游客”，遵守文明旅游公约，维护优美的景区环

境。 为提高群众安全救护意识，让

暐更多的居民群众掌握自救互救技能，活动邀请了 杰志愿服务工

作中心的专业志愿者，针对旅游中经常遇到的意外伤害情况，为

现场的群众作专业细致的演示，教学涵盖了止血包扎、固定、

CPR等项目，群众纷纷表示很是受用。
（越秀区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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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中央文明办，省文明办
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班子成员、市纪委负责
同志

送：市文明委成员、市创建文明城市联席会议成员，市直有
关部门

发：各区、县级市党委

联系电话：83108011，邮箱：gzchuangjianban@vip.163.com
（共印300份）

8月 4日上午，白云
区创建办对嘉禾、新市、均禾、鹤龙等街道展开巡查，发现创建

工作存在的问题，用手机拍摄图片配以文字说明，发到“白云创

建”微信群，要求相关街镇落实整改。这是区创建办首次使用微

信群加强巡查工作，部分街镇当天整改完毕，有效提升了全区创

建工作成效。用微信发布巡查黑点一改以往采用交办函、短信、

电话、面谈交由街镇整改，保证了时效性的同时，做到了图文并

茂，街镇整改效率得以提升。下阶段，白云区创建办将继续完善

微信群的使用机制，将发现问题归类发送，加大对街镇落实整改

工作的督办力度。

（白云区创建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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