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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6 融爱之家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

吴玮琛 通讯员/罗雪莹 摄影

报道）5月14日上午，丹灶镇

卫生计划生育局联合南海

血站在金宁广场开展无偿

献血专场活动。为期一天

的献血活动吸引了 264 名

市 民 前 来 参 与 ，共 献 出

84440ml 鲜血，有爱的丹灶

市民们用热血诠释爱与奉

献，为生命传递正能量！

清早，金宁广场上停好了

两台献血车。疫情防控期间，

工作人员严格落实个人防护

措施，做好前来参加献血市民

们的体温检测工作，登记疫情

期间市民个人的行踪信息，并

经市民确认无误后签名。随

后，市民凭借身份证进行个人

信息登记，领取献血表格并进

行验血等一系列检查后，根据

献血指引到指定地点排队，等

待上车献血。

正在排队等待献血的李

明是金宁社区一名退役军人，

前几天看到献血通知后便主

动在微信群内报名接龙，“我

今天打算献300ml的血，为

有需要的人献出自己一份力

量。”李明1998年应征入伍，

当时在部队里第一次参加献

血，从那时起他计划定期献

血，至今已经坚持了 20 余

年。“平时我经常参加跑步、游

泳、爬山等一系列

运动，不断提升自

己的身体素质。”

李明表示，为了让

自己拥有更强健

的体魄，他每天坚

持健康饮食和合

理运动，“只有自

己身体健康了，才能更好

地帮助别人。”

走进献血车，看到不少男

女青年正伸出手臂，献出热

血。此次是黄惠芳第三次献

血，距离上一次献血已经时

隔15年，“大学期间听到献

血活动感觉特别好奇和兴

奋 ，便 和 同 学 一 起 献 了

200ml血液。”大学毕业参加

工作后，由于工作和身体原

因鲜有机会参加献血活动。

“原本上个月想和老公一起到

丹灶文化广场参加献血，给

儿子做个好榜样，但由于其

他原因没有成功参加，有点

小遗憾。”黄惠芳说，看到金

宁广场今天有献血专场活

动，立刻拉上同事组队参加，

完成时隔15年的献血“小心

愿”。

“今年，镇卫计局转变新

的献血工作模式，计划在金

宁广场开展三场献血专场活

动，方便附近的群众参加无

偿献血的活动。”丹灶镇卫生

和计划生育局工作人员陈棠

浩说，每个月的12日上午，

丹灶文化广场会如期

开展无偿献血活

动，希望广大市

民朋友踊跃参

加。

活 动 现

场还设置了

“5·29计生协

会会员活动日”

健康教育宣传服

务摊位。据悉，丹灶

镇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组织

全镇各个村居落实健康教育

宣传服务活动，通过倡导各爱

心单位和爱心人士参与“一元

爱心捐助”活动，壮大“广东省

计划生育协会生育关怀基金”

的规模，以持续开展公益慈善

活动，尤其针对计生困难、计

生特殊家庭和部分受到新冠

疫情影响的困难家庭开展帮

扶和救助活动，不断增强市民

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有效维护社会的和谐安定。

她们是基层治理的“左膀右臂”
金宁社区发挥巾帼力量，打通社区基层治理“毛细血管”

长期以来，金宁社区妇联

通过发挥妇联执委、妇女代表、

妇女小组长等骨干作用，搭建

起妇女组织与妇女群众的联系

渠道，依托驻点联系平台，建立

“镇妇联-社区妇联-妇女骨

干”沟通联系通道，培育出多支社区巾帼志愿服务队伍，使妇联

工作由“一根线”向“一张网”延伸。

巾帼力量活跃在社区中，化解了工作重心向下与基层组织

力量不足的矛盾，成为密切联系和服务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助力打通社区基层治理“毛细血管”。

巡河志愿服务队

勇当河涌守护者为生态治理助力

“这边环境真干净，水清见底，

涌边绿草茵茵，还有运动健身设

施！”位于金宁社区上林一品旁的海

口涌，每天傍晚都吸引不少周边居

民前来散步、遛娃。谁曾想，一年多

以前，海口涌曾是污水横流，人人避

之不及的模样。

“水体发臭发黄，到处漂浮着垃

圾杂物，散发出刺鼻的味道，小区里

靠近河涌的住户基本不敢打开窗

户。”2018年11月5日，在社区居委

会及妇联的支持下，巡河志愿服务

队正式成立，通过队员参与河涌治

理，共同维护整体水环境，为生态治

理提供助力。

巡河志愿服务队每天安排两

名队员值班，分两个时段对海口涌进

行1小时巡逻。“路边的灯坏了、大量

垃圾漂浮、绿化被破坏……我们每天

会将巡河过程发现的各类问题，在沟

通群里向社区反映，往往很快就能得

到根治解决。”巡河志愿服务队队长

李云说，巡逻过程发现居民向河涌随

意抛弃杂物垃圾，她们也会第一时间

制止，并进行沟通劝导。

经过志愿者们日复一日的巡

逻守护，海口涌周边环境得到慢慢

改善。“水变得更清了，两岸绿化越

来越好了，当然愿意天天来。”周边

居民李晓芳说，很感谢巡河志愿者

们的付出，也希望周边市民能从自

我做好，爱护环境、爱护河涌。去

年，在李云的带领下，服务队发挥自

身才艺，排练出一曲《开门红》扇子

舞，将“不忘初心”“巡河护河”等元

素融入其中，在多个场合进行展

演。“作为一名老党员，也是一名志

愿者，敢当先锋守护河涌是我的责

任也是义务，也希望通过舞蹈的形

式，壮大民间护河力量，营造共建共

治共享的治水新格局。”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志愿巡河

的工作也按下了“暂停键”。她们穿

上红马甲，摇身变成“抗疫战士”，投

入疫情防疫工作中。卡口值守、防疫

宣传、消毒保洁、输送温暖等，都有她

们的身影。她们纷纷表示：作为社区

一员，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往哪里去！

2019年6月，金宁社区城

市管理守护队正式成立，通过

志愿者定期巡逻，发现和上报

社区内存在的城市管理问题，

共同营造一个干净卫生、美丽

舒适的社区环境，打通城市管

理“最后一公里”。

经过一年多发展，城市管理

守护队人员不断扩大，从原先的

13人发展到如今的过百人，分

散在社区各个住宅小区。“刚开

始人手不足，队员们基本上每天

都要围着小区转；现在随着队伍

不断壮大，每名队员一周仅需巡

逻两次。”守护队相关负责人说，

每次巡逻以2人为组，徒步对划

分区域进行巡逻，发现问题并及

时上报社区沟通解决。

“巡逻分为‘内外两步走’，

先在小区内进行，然后在对小

区周边道路巡逻。”守护队队员

雪群英说，成立守护队后，与小

区物管取得良好沟通，基本能

落实“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机

制，也收获不少小区邻居的感

谢和赞誉。

“以前在金沙小学附近的

道路，经常发现马路井盖偏离

位置情况，周边人流、车流较

大，真的很危险。”家住怡雅名

苑的市民王金秀说，加入守护

队后，在巡逻过程中发现此类

情况会第一时间向社区反映，

通常不用半天就能落实解决。

此外，王金秀表示在日常巡

逻中，如发现城市基础设施破损、

老旧，甚至车辆违停都向相关部

门进行反映。“我们就像‘民间网

格员’，无论占道经营还是环卫问

题，一经发现都会作上报处理。”

正是有了城市管理守护

队，金宁社区的市容市貌得到

有效巩固提升。同时，城市管

理守护队也积极发挥“传声筒”

功能，将广大市民所投诉、反映

的问题，向社区及职能部门进

行逐一反映，推动社区基层治

理不断完善。

文/图珠江时报见习记者吴泳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吴玮琛

通讯员/叶敏玲）近年来，丹灶镇将

十二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落实到实

处，推行到全镇各个社区卫生站，为

村（居）民提供免费健康检查服务，

引导树立自我健康管理的理念，建

立起第一道健康屏障，对提高居民

健康素质有重要促进作用。本期，

记者向丹灶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妇幼保健科医生了解到“0~6岁儿

童健康管理”的重要性，市民需定

期带孩子到医院检查，确保孩子健

康成长。

儿童早期是儿童体格和心理快

速发展的时期，也是十分脆弱的时期，

容易发生各种营养性疾病、感染性疾

病，儿童心理行为问题也往往在这个

时期种下根源。为了儿童的健康成

长，进行儿童保健检查尤为重要。

儿童体检不仅是基础的检查身

高体重头围，还包括了血液、生长发

育的情况和身体问题和行为问题的

健康，“医生会在体检过程中留意儿

童的行为变化，进行自闭症的儿童

和孤独症的筛选和干预。”丹灶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妇幼保健科副主任

邓惠贞介绍，根据孩子的行为变化

和反应能力可以筛查出儿童的生长

发育情况，若有特殊行为需及时深

入检查，及早干预及早治疗。

婴儿出生7天后，医生会对孩

子进行体格检查，包括日常体重体

温和出生情况，睡眠、饮食、母乳喂

养、大便、黄疸等情况。“注重新生儿

的黄疸问题，若其是病理性的症状，

则容易发生胆红素性脑病。”邓惠贞

说，医生会根据检查初筛结果，按照

不同年龄层的幼童做出医生健康指

导意见。

幼童6个月的时候是成长发育

的重要阶段，家长们需要带领孩子

到医院进行抽血检查，根据血色素

进行断定营养是否充足，“长期营养

不足的情况会影响大脑发育、反应

力、专注力和免疫力，小孩子会有感

染性疾病等情况发生。”邓惠贞说，

根据幼童的成长发育的营养所需，

及时调节饮食情况，通过食物进行

营养补给后，根据幼儿吸收情况，再

进一步治疗。

与此同时，6月龄的儿童会根

据检查出缺钙影响的骨骼发育问

题，若未及时治疗会让幼童在成长

发育过程中出现佝偻病等症状。“6

个月的时候睡觉烦躁，夜惊、枕秃、

多汗等表现症状建议进行骨密度微

量元素的检测，看看是否缺钙，进一

步治疗，以上症状是佝偻病的前期

症状，对症治疗进行补钙。及时补

钙后就会缓解并且避免佝偻病的发

生。”邓惠贞建议家长可以带着孩子

在早上8~9点和下午5点之后晒太

阳，促进维生素D的吸收，促进体内

合成，并根据医嘱适当摄入口服维

生素D药物，促进幼童的钙质吸收。

随着孩子逐渐成长，家长更需

要重视孩子的成长发育情况。“2~

3岁的孩子出现不会说话的情况，

家长不可掉以轻心，需要带其到医

院进行健康检查，判断是否有自闭

症或者其他症状问题。”邓惠贞建

议广大新手父母们需重视孩子成

长发育中的表现和症状，及时就

医，幼童成长发育出现的各种疾病

需及时治疗，避免其他不必要的病

情发生。

幼童体检不可缺
医生建议要重视
家长需重视0~6岁幼童成长发育问题

丹灶金宁广场举行无偿献血专场活动

264名市民献血

城市管理守护队

发挥“传声筒”功能打通城市管理“最后一公里”

■金宁社区巡河志愿服务队。

■丹灶市民正在献血。

■工作人员帮献

血市民测量血压。

有人坚持20余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