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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五月初五、初六，渐美村的村
民都会自发组织龙舟赛，因此得
名“龙舟村”。今年端午节，龙舟
竞渡回顾静态展在渐美村举行，
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展示了渐美
村昔日热闹的龙舟赛景象。渐美
村幸福食堂旁还安放了两艘精美
的龙舟，村民李大爷坐上龙舟，拿
起桨体验了一番。“心情很激动，
仿佛回到了在龙舟上驰骋的年轻
时光。”李大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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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佳节，
“食粽遥思 浓情
端午” 东孚街道端午节亲子公益
活动在东孚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举行，开展了闽南文化讲座、包
粽子献爱心等环节，为街道亲子
家庭带去丰富的节日活动以及令
孩子颇为受益的爱心教育。
不仅在东孚街道，
“我们的节
日·端午”系列活动在海沧各地轮
番上演。活动结合“爱心厦门”建
设内容，增加爱心元素，让群众在
接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同时，感受
爱心海沧的温度，助力 “爱心厦
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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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5日上午 ，
“我们 的 节
日·端午”讲座拉开了东孚街道端
午节亲子公益活动的序幕，一对
对亲子坐在座位上，认真倾听关
于端午的起源、习俗、诗词等知
识，随后拿起针线缝制艾草香囊，
还自己动手包出一个个美味的闽
南肉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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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竺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李
佳涵在讲座上听得认真，互动环
节时，
争着回答问题。别看她年纪
不大，
包起粽子来却像模像样。只
见她的小手将粽叶一拗，拿着汤
匙添米，再加入香菇、三层肉、咸
蛋黄等配料，随后在母亲李春花
的帮助下，系上绳子，包出一个完

整的粽子。
“端午节是我们的传统
节日，但很多年轻人都不懂相关
习俗，
亟待传承。”在李春花看来，
传统文化教育对孩子很重要，所
以她当日特地带着两个女儿一起
来听讲座、
学民俗。
在海沧，
有个村庄还有“龙舟
村”的美称，
它就是渐美村。原来，

个女儿去送粽子。在她看来，
这是
现成的“爱心教育”，让孩子通过
实际行动学会关爱他人。
端午佳节，爱心氛围充盈着
海沧。全区各街道、
社区居民纷纷
大显身手，包出爱心粽，展现海沧
人的大爱。渐美村的老人和环卫
工人收到了来自海沧街道端午节
包粽子大赛选手包出的精品肉
粽，海翔社区的公交司机收到了
社区送上的包装精美的粽子，海
林社区的高龄、空巢老人也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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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志愿者
“卖粽子啦！卖粽子啦！免费
亲手包的爱心粽……
试 吃 ，义 卖 款 项 将 用 于 公 益 活
值得一提的是，新阳街道不
动。”芸美小学学生陈昊拿着一提
单送出爱心粽，更推出 “爱心厦
粽子在天竺山地铁站旁叫卖，不
门·爱在新阳”线上平台。不难发
一会儿就卖出了几个粽子和几瓶
现，海沧今年端午节的爱心元素
矿泉水。原来，
这是东孚街道端午
更加丰富。
“爱心让传统佳节更有
节亲子公益活动的环节之一，孩
温度。”海沧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
子们拿着家长包好的粽子义卖， 人表示，今年以来，海沧区持续推
获得的款项将用于帮助孤寡老人
进“爱心厦门”建设工作，扎实做
或残疾人士。当日下午，
这些孩子
好各项关心关爱行动，并将爱心
还将粽子送到了孤寡老人、残疾
文化融入“我们的节日”系列活
人等有需要的居民手中。
动中，弘扬海沧的爱心精神，让传
“孩子们亲身实践远比说教
统佳节越过越有韵味。
更管用。”当日，
李春花也带着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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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上午，
“爱心厦门·
爱在新阳” 线上平台在海沧区新
阳街道兴旺社区万科城小区正式
发布。据了解，
该平台是新阳街道
积极响应市委、
市政府建设“爱心
厦门”号召，探索“互联网+爱心
厦门”的新模式，
面向新阳辖区内
所有新老厦门人打造的一个汇聚
爱心、
传递爱心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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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厦门·爱在新阳”线上
平台是一个线上和线下全链条关
爱服务平台。平台整合政府、企
业、学校、村居、社会等各方资源，
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新阳
日间照料中心、新阳养老院等42
个爱心阵地，组建31支志愿服务
队，培育富有生命力和成长力的
“爱心新阳生态圈”。
记者注意到，在“爱心厦门·
爱在新阳” 线上平台的爱心地图
上，新阳辖区所有爱心企业、爱心
场所，
其所在的位置都会有一颗爱

心作为标识，
方便群众精确找到能
为自己提供帮助的企业和单位。
据悉，该平台前期筹备了近3
个月，在试运营阶段，辖区内就有
不少爱心企业表示想要加入这支
爱心队伍。如捷太格特（厦门）转
向系统有限公司就通过该平台了
解到，新阳学校在开学之际急需
额温枪，
便开展了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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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 管理 用心 ! 配 备 专 门 的
爱心助 理管 理 平台 "用心 服 务"让
有需 求 的人 都能 在 平台 上得 到 帮
助!
二是功能贴心! 依托手机微
信 小 程 序 "扫 码 登 录 #操 作 简 便 #
随手 记录 "针 对寻 爱心 献 爱心 "做
到一对一档#一事一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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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爱心厦门·爱在新阳”
线上平台的小程序页面，可以清
楚地看到献爱心和寻爱心两大板
块。在这里，
辖区群众想要寻帮忙
或献爱心，只需要完成简单的注
册，
便可进行信息发布。平台的爱
心助理团队将接收数据、实时审
核，真正把温暖传递给每一位需
要帮助的人。
在24日的活动现场，不仅有4
家企业亮出了可捐献的物资，而
且有3位爱心代表成功结对了自
己的帮扶对象。万科城小区的党
员李波和小区居民陈伟芳成功结
对，
“作为党员要身体力行，希望
我以后带给她的不只是经济上的
帮助，
还有精神上的鼓励。”

三是 凝聚 爱心 ! 通 过 爱 心 平
台"营造 爱心 奉 献的 氛围 #重 塑淳
朴良 善的 民风 " 实 现一 人 有 难 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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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
新阳街道对照“爱心
厦门”五大行动，
策划打造一批爱
心项目，
覆盖各个群体。
5月29日，位于新阳街道悦实
广场的爱心屋正式投用，招聘了4
位残疾人作为营业员。另外，
新阳
街道在雷公山建设“爱心农场”，
更好地帮助残疾人康复；
开展“一
米菜园关爱城中村空巢老人”项
目，
10对亲子在种菜的同时陪伴
空巢老人度过一段温馨时光……

新阳街道还重视营造爱心氛围，
组建了爱心宣讲团。据了解，
当天
启动仪式结束后，现场还开展了
第二届“新阳之声”理论宣讲活
动的第二场宣讲，三位讲师从三
个角度出发，讲述了基层工作人
员、
社工、
志愿者的抗疫经历。
爱心是城市的文明之光，需
要每个人共同点亮。新阳街道也
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平台，让无私
奉献、爱心向善成为共识、化为行
动，
人人成为有爱心的新阳人。

人帮的集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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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端午佳节，新阳街道同
步开展了游园活动。万科城书院
的一楼飘来了阵阵粽香，在爱心
助残区域，志愿者们早早地就来
到现场包起了粽子，随后赠送给
各村居爱心群众代表和企业代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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