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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心社区开展快乐扎染艺术体验活动
“

信阳消息（记者郭晓雨） 近
日，河区五里墩街道民心社区
开展了“快乐扎染”活动。 社区邀
请美术老师手把手教学，让居民
体验到了扎染这种古老的技艺。
扎染有上百种技法， 即使是
扎结同一种花，染后也可能呈现
不同的效果，这种独特的工艺趣
味无穷。 老师早早来到现场， 提
前为大家准备好了剪刀、 棉线、
颜料、纯棉布料等工具。 扎染是
用线在被印染的织物打绞成结
后， 再进行印染， 然后把打绞成
结的线拆除的一种印染技术。 扎
染最为主要的两道工序是扎结

”

和染色。 课堂上，老师介绍了扎
染的基本常识，随后手把手教居
民扎结中的几种扎法，包括打结
扎法、线绑扎法、夹板扎法、筷子
卷扎法等，当大家将手中扎好的
一团团白布放入早已备好的染
料锅中时，心情复杂。 “不知道扎
的花是不是我脑中想象的那个
样子。 ”“不知道我这染色会不会
突兀。 ”居民们怀着考试一般的
心情，期待着自己最终的作品。
当最后亲手拆开自己的作
品时，大家兴奋不已。 “图案非常
精美， 这个围巾可以搭配旗袍、
民族风的衣服。 ”一位参加扎染

课的居民告诉记者，这次特殊的
手工课为日常生活带来不一样
的新鲜感，同时也让人感受到扎
染这种古老艺术的魅力。
“扎
染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一
种传统民间手工艺印染形式， 更
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
一。 我们举办此次活动是为了辖
区居民与青少年了解传统扎染
手工艺的表现形式及其艺术特
征。 ”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扎
染课既可以丰富居民与孩子们
的业余生活，还可以在实践活动
中培养孩子们与他人合作、 分
享、交流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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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公益志愿者协会到河南路社区开展便民服务活动
他们想剪的发型， 并为老人介
绍一些日常护发的注意事项。
“这
是我第一次参加志愿服务，
我觉得很有意义， 以后开展的
志愿活动我还会继续参加。 ”
义务理发服务队的郑先生告诉
记者， 他通过朋友介绍， 得知有
这个志愿服务活动， 有理发经验
的他便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
“感
谢这些志愿者， 周末不
休息来到社区，给我们提供便民
服务。 不仅能够检查身体， 还可
以理发，维修小家电。 活动组织
得很好，我要点个赞！ ”社区居民
唐大妈说。
此次活动开展了两个小时，
共服务居民50 人次，深受居民欢
迎。 一上午，志愿者们应接不暇，
以耐心、细心、热心、贴心的服务
让社区居民感到称心、 舒心、 暖
心。 活动结束后，志愿者们还及时
将活动现场的垃圾清理干净， 还
居民一个整洁休闲环境。

活动现场本报记者李倩摄
信阳消息（记者李倩） 为了 就开始体验便民服务了。
进一步弘扬志愿服务精神， 更好
伙子你好， 帮我量个血
“小
地服务社区群众， 昨日， 信阳公 糖。 ”记者看到，现场的服务项目
益志愿者协会组织10 余名志愿 多样，有义务理发、量血压、 测血
者来到河区五星街道河南路 糖、 家电维修等， 吸引了众多居
社区开展便民服务活动，深受居 民前来体验。 在志愿者们的引导
民欢迎。
下， 社区的居民有
上午7 时许，信阳市公益志 序地排队，依次体验
愿者协会的志愿者们，早早的就 服务项目。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到了河南路社区的活动现场布置
另一边， 理发
建设国家卫生城市
场地，在“服务他人，奉献社会”的 师正在为居民理
志愿服务精神鼓舞下， 活动拉开 发， 理发师与老人
了序幕。 场地刚布置完，社区居民 们亲切攀谈， 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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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劳动净化环境

报晓新村社区开展“清洁家园”活动

信阳消息（记者郭晓雨）
为提升辖区环境，14 日上午，
河区湖东街道报晓新村社
区开展“清洁家园”活动， 营造
了辖区居民、 志愿者“ 快乐劳
动”的良好氛围。
活动中，参加劳动的人员

分工合作， 在集中劳动区域，
他们“ 舞动” 着工具， “ 挥洒”
着汗水， 清除牛皮癣小广告，
打扫路面卫生， 清理杂草树
叶， 收拣香烟头， 修整路面，
清除陈年垃圾死角，清洗立面
墙体…… 对社区的院落、 小

巷、以及辖区“六小”门店门前
区域进行了一次彻彻底底的
大扫除。 大家不怕脏、不怕累，
干得热火朝天，为社区环境清
洁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经过大
家的辛勤劳动，社区面貌焕然
一新。

个人卫生健康知识
接上期）
的入口，与呼吸道关系密
皮肤的卫生
切，由于温度、湿度、酸碱
人体的皮肤功能很 度以及残留在口腔的食
重要，不仅能防御有害物 物残渣， 均适宜微生物、
质对人体的侵犯，保护健 细菌的生长繁殖，不仅容
康，还参与调节人体新陈 易损坏牙齿，还能引起其
代谢的功能。 由于皮肤不 他疾病，如：扁桃体炎、呼
断分泌汗液及皮脂，因此 吸道疾病、 风湿性心脏
灰尘及微生物、细菌等很 病、肾炎等。 我们应当注
容易沾附在皮肤上，如果 意口腔的清洁卫生，坚持
皮肤不能保持清洁卫生， 每天刷牙漱口，养成良好
不但影响皮肤正常生理 的卫生习惯。
功能，还可能引起皮肤病，
眼、 耳、 鼻是人的重
如疖肿、皮癣、疥疮等。 因 要感觉器官，也是人体对
此我们应当注意皮肤的清 外开放的通道，必须注意
洁，经常洗澡，换衣服，除 清洁卫生， 纠正不良习
去皮肤上的汗垢、 尘污和 惯，预防感染。
皮屑等不洁之物， 保持皮
（完
）
肤的清洁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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