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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格里拉社区：月满中秋话家风
星报讯（李蕾 记者 祁琳）为大力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 传承中华民族精神，让辖区的孩
子了解、知晓中秋节的意义，昨日，合肥瑶海区
方庙街道香格里拉社区联合辖区幼儿园，共同
开展“团团圆圆过佳节 月满中秋话家风”中秋
节亲子活动。活动分为做花灯、品月饼、话家
风三个环节，
50 多个亲子家庭积极踊跃参加。
活动现场，为了让小朋友了解中秋节的
来历，社区志愿者给小朋友们讲了几个有关
中秋节小故事以及有关中秋节传统习俗，宣
扬了中国传统的民俗文化，让他们了解这一
传统节日蕴藏着悠久、深厚的文化内涵。
随后，老师展示事先做好的灯笼，并一一
讲解制作道具与制作流程。在老师和社区志

愿者的指导下，大家开始认真操作起来，折纸、
贴亮片、挂灯绳，孩子们帮家长拿工具，家长帮
孩子安装花灯，亲子之间相互默契配合。经过
半个小时，
大家用自己的巧手顺利完成了
“嫦娥
奔月”
“可爱月兔”等一个个特别又富有意义的
花灯。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小朋友都高兴地
说：
“要在中秋节那天晚上拿灯笼出来赏月。”
接着，孩子们和家长一起品尝月饼，大家
的脸上都溢满了快乐和幸福的笑容。活动中，
还特别邀请了模范家庭的家长给大家晒家风、
说家规。
“尊老爱幼，诚实做人，勤奋做事”这些
优秀的家风家规，展现出家庭好家风、好家训，
给孩子和家长们传递向上向善的正能量，建
设文明、健康、向上的家庭文化。

40 多位居民 DIY 灯笼

星报讯（张欣 记者 沈娟娟 文/图） 9 月 9
日，
在中秋佳节即将来临之际，
为增强社区党组
织的凝聚力，
密切社区与居民的关系，全面落实
城市社区“强基”工程要求，在合肥香江佳元社
区党委精心策划下，
组织工作人员开展了“爱在
中秋月·笼笼香江情”邻里灯笼 DIY 活动，香江
国际佳元小区的 40 多位居民积极参与制作。

下午三点，工作人员和党员志愿者们来
到活动现场进行布置，点缀起节日的气氛，
并摆好桌椅。为了让小朋友了解中秋节的
来历，社工给小朋友们讲了几个有关中秋节
小故事以及有关中秋节传统习俗，宣扬中国
传统的民俗文化，并讲解灯笼的制作步骤，
然后发放灯笼材料让小朋友和家长一起制
作。组装成功后，孩子们拿出画笔，在灯笼
上画出五彩图案。
小朋友专心致志，不一会儿的功夫，一盏
盏漂亮小灯笼诞生了，小朋友拿着自己的作品
爱不释手，纷纷让社工姐姐和自己的作品合影
留念。现场，小朋友们还围坐在老党员刘尚炳
的身边，
认真听他讲述中秋传统习俗。
居 民 纷 纷 表 示 ，这 样 的 活 动 特 别 有 意
义，不仅促进社居团结，更让孩子们感受到
了传统中国文化的魅力。

3D 打印彩绘“我心中的老师”
星报讯（刘学 记者 马冰璐）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作为
“园丁”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
教
师是值得每个人尊敬的职业。他们用赤诚的
爱，点亮了孩子的童年。为感谢呕心沥血的老
师们，
近日，
合肥市新华社区联合辖区黄山路小
学，
开展了
“3D打印，
彩绘我心中的老师”
活动。
活动开始前，志愿者首先向小朋友介绍了
3D 打印机和 3D 打印笔的运行原理，展示了 3D
打印作品，同时利用 3D 打印机打印了“教师节
快乐”等祝福语。活动开始后，同学们以特有
的稚嫩和幽默把司空见惯的生活细节变成了
令人忍俊不禁的画面；孩子们用手中的画笔从
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尽情描绘心中的老师，描

绘老师对他们的教育和关爱。画面充满了童
真与想象，处处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表达了孩
子内心的真实感受，展现了天真的童心，为老
师送上了教师节最真诚的祝福。看到孩子们
的作品，
仿佛看到了他们真挚的内心。
“我觉得很神奇，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过 3D
打印，没想到今天能亲身体验到。”李丹清同
学说道。同学们在作品中全方位展现自己独
特的个性，用独一无二的想法，化身“设计大
师”，最直接地表达了自己对老师的喜爱。此
次活动旨在培养辖区儿童的审美能力、绘画
能力、想象能力、动手能力，同时让孩子们感
受到教师的辛苦，学会感恩。

春蕾圆梦，爱满天下

2019 养乃世家公益行全国巡回演唱会安徽站圆满举办！
日前，养乃世家第七届羊乳文化节暨春蕾
公益行巡演安徽站的活动圆满举办。安徽省老
年协会秘书长卫武先生，安徽省、黄山市相关负
责人等，浩鼎集团董事长、养乃世家创始人孙万
伟先生，养乃世家西中华区总经理陈伟先生，养
乃世家南中华区总经理李小军先生，浩鼎集团
企划总监洪峰先生，养乃世家安徽省总经理张
敬国先生，以及安徽各市场经理等嘉宾领导共
同出席此次盛会。
爱满大地，情满人间 。据了解，自 5 月份养
乃世家第七届慈善演唱会开启以来，各地紧随
总部的步伐，启动春蕾公益行全国巡回演唱会，
以爱的名义诠释本届羊乳文化节，用实际行动

助学春蕾，圆女童们的读书梦。
浩鼎集团董事长、养乃世家创始人孙万伟
表 示 ：浩 鼎 集 团 养 乃 世 家 至 今 已 走 过 七 载 春
秋。 这七年，羊乳文化节已然成为我们养乃世
家的一个文化 IP 名片 。
随后，安徽老年协会秘书长卫武先生上台
致辞，对养乃世家第七届羊乳文化节暨春蕾公
益行巡演安徽站的成功举办表示衷心的祝福。
凝结了更高科技，更高品质的养乃世家全
新品牌——卡曼诺在活动现场震撼亮相。除了
重磅新品推出，现场精彩的表演更是让观众笑
声不断，现场更邀请到伟人特型演员，现场会员
激动不已。

校对 陈文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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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9 日，由荣电党支部副书记石国军组织，集团主要
负责人参与，肥东经开区非公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共同参加
的一行人来到肥东县开发区中心学校，为辛勤的教师和学
生送上节日的关怀和问候，并举行荣电集团与肥东经济开
发区中心学校结对共建捐赠仪式。
□ 彭玉娇
近日，为确保实现“防风险 保平安 迎大庆”，坚决遏制
事故的发生，合肥经开区安监局多措并举力促节前园区
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截至目前，已检查 36 家单位，查
出隐患 282 条，整改到位 135 条。通过以上工作的开展，有
效提高了企业安全管理能力，为“两节”期间的安全稳定打
下坚实的基础。
□ 施杨
教师节来临，合肥市金寨南路社区妇联张玉梅主任对
绿怡居小学和合肥市第五十中学蜀外校区进行教师节的慰
问，并同时送去慰问品。 □ 杜晓芳 刘亚萍 记者 沈娟娟
9 月 9 日下午，合肥市金寨南路社区共建共治单位的党
员们、低保老人、留守儿童以及社区自由舱幼儿园的小朋友
们聚集在稻香书阁一起做月饼贺中秋，大家围坐一桌把做好
的月饼分装好，
并将其送给老人，
为他们送上节日的祝福。
□ 杜晓芳 刘亚萍 记者 沈娟娟

老师您好！请“袋”上我们的祝福！9 月 10 日教师节当
天，合肥市和平小学第二小学的学生 DlY 手工设计绿色环保袋
送给老师，便于老师平时装教案备课笔记。
□ 何焱

追梦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
合肥市长江路第三小学钢铁新村分校庆祝教师节
9 月 10 日上午，合肥市长江路第三小学钢铁新村分校全体
教师齐聚三十六中，举行庆祝第三十五个教师节暨教育集团首
届“阳光教师”颁奖典礼。参加本次大会的还有长三小教育集团
海棠校区全体教师及两校家长代表、学生代表。
近年来，钢铁新村分校教育工作成绩喜人，如今跨入集团化
发展的快车道，为办老百姓满意的学校、擦亮“长三”教育品牌，
奋力拼搏！据了解，开学初老师们在各教研组、考评组中自主推
选心目中阳光教师，后经校务会的集中评议，最终钢铁新村分校
共 20 位老师，荣获 2019 年度“阳光教师”光荣称号。
长三小钢铁新村分校的师生们在大会现场为大家带来琵琶
演奏《浏阳河》与《茉莉芬芳》，展现风采。
□ 周娟娟 戴婕

红色领航和美小区：
友谊社区举办中秋团圆活动
九月既是硕果飘香的收获季节，又是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
还是感谢师恩、祝福飞扬、万家团圆的时节。合肥友谊社区于 9
月 10 日下午，组织红色领航和美小区的退休老教师、党群骨干、
少数民族代表开展主题为“中秋团圆 亲邻团聚 民族团结”的中
秋节手工制作冰皮月饼活动。
糕点师一边演示一边手把手耐心地教居民如何制作冰皮月
饼，大家都学得十分认真。不一会儿一个个小巧可爱的月饼就
做好了，看着自己亲手制作的月饼大家满意极了，纷纷表示都舍
不得吃。参加活动的退休人员孙阿姨高兴地拉着社区工作人员
的手说：
“ 社区办的活动真是新颖又有意思，无形间就拉近了小
区居民间的距离，让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红色领航和美小
区建设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
□ 黄薇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