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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6 多彩社区

桂城各社区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系列活动

凝聚党员力量 促进社区自治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各地掀

起举办“我为群众办实事”系列活动的热潮，桂城
基层各社区也不例外：桂花社区开展长者生日会，
怡海社区开展党员联席会议，文翰社区开展便民
服务……各社区凝聚党员力量，举办多种活动，促
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增强“创熟”氛围。

3月31日上午，桂花

社区党委联同社区幸福

院、佛山市南海区谷丰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第一

季度长者生日会，以重温

红色经典为主题，为长者

送去一系列寓教于乐的活

动。

在志愿者带唱下，两

组老年人合唱《学习雷锋

好榜样》等经典歌典，拉开

了活动的帷幕。现场，党员

志愿者还派发宣传单张，手

把手教导老年人如何在粤

省事操作“退休职工养老资

格认证”，让他们学会足不

出户方便办理事务。

活动还增设了“知难

而进——我向祖国表爱

意”“艰苦奋斗——重走长

征路”等小游戏。高潮环

节，党员志愿者、巾帼志愿

者和社工为老年人端上长

寿面，邀请寿星公上台切

蛋糕并发表感受，全场合

唱《我和我的祖国》……长

者勤姨与黄姨表示：“感谢

党组织的关怀，社区的老

年工作做得很好很贴心。”

活动蕴含着浓厚的爱

国情怀和真心为群众服务

的志愿精神，正是这种情

感的延续，让党组织的力

量扎根基层，将党员志愿

者的精神洒遍社区的每个

角落。

近日，怡海社区党委

组织党员、街坊会成员20
余人在金色家园培训室召

开4月份联席会议，对社区

近期“创熟”工作等进行回

顾和展望。

与会党员表示，小区

内不文明养宠现象比较多，

宠物噪音影响居民的生活

作息，希望社区、物业对宠

物主人进行针对性劝导，居

民也可通过楼栋微信群发

出倡议。此外，大家对小区

环境卫生和空地充分利用

等方面也提出了建议。

会后，社区组织街坊

会、在职党员走访小区进

行预防登革热卫生巡查，

查找蚊虫孳生地，在园区

下水道投放药物。队伍中

更有来自疾控部门的在职

党员，他们生活在金色家

园小区，回归小区服务，共

同为小区的环境贡献一分

力量。

金色家园联席会议恒

常在每月第一个周四下午

举行，每期由社区邀请街

坊会、党员、居民、物业参

与。怡海社区将继续以

“创熟”为抓手，凝聚楼道

党员的红色力量搭建议事

平台，调动党员的积极性，

带动居民担当社区治理主

角，打造“共建共治共享”

的治理格局。

如何在孩子幼小的心灵

里，种下珍爱生命的种子？父

母与孩子如何轻松谈性，让家

庭成为孩子生命与爱的教育

课堂？近日，江南名居社区开

展了5场亲子性教育工作坊。

在工作坊里，精美的生命

教育绘本图书，让孩子们爱不释

手。专业的社工通过问答、游

戏、画画、角色扮演等方法，解开

孩子心中，对生命、对身体、对性

的疑惑，满足孩子的好奇心，鼓

励孩子积极探索生命与身体的

奥秘。家长也通过课堂，打消对

性教育的恐惧与不安，学会对孩

子在家进行性教育的方法。

在亲子互动画画环节，爸

爸妈妈和孩子一起绘制身体

的图画，紧紧拥抱，孩子尽情

向父母表达身体发肤受之父

母的感恩之心。最后，家长和

孩子们还一起学习尊重隐私、

保护隐私的知识。

项目社工表示，四月是生

命教育月，接下来将举行10
场次亲子生命教育工作坊活

动，诚邀有兴趣的居民参与。

为了做好预防登革热宣

传，提升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

和归属感，3月31日上午，文

翰社区开展“切实为民，用心

为家”宣传活动。

活动前一天，社区流动讲

堂的志愿者、楼长及中海物业

共同亲手制作精美且实用的

驱蚊香包。香包里不仅有艾

草、薄荷叶、白芷、陈皮等香

草，更包含了楼长及志愿者的

关怀。

活动当日，除了在小区现

场派发驱蚊香包，楼长还分

为两支队伍进行入户宣传。

“你好！我是文翰社区的楼

长，最近蚊子多，我们给你送

驱蚊香包、灭蚊片，要注意预

防登革热哦！”楼长一边说着

一边为居民送上驱蚊香包、

灭蚊片和登革热防控宣传小

册子，同时宣传桂城目前正

开展的新冠疫苗免费接种工

作，为居民打通资讯的“最后

一米”。

社区多方相互协作，共同

努力，开展切合居民实际需求

的服务，提升居民的满意度、

幸福感，为居民打造一个有温

度的家园。

周三七点半，相约故事会。近

日，尖东孟母学堂为孩子们带来了手

偶故事《刮目相看》，讲述森林动物比

赛背古诗的故事，让孩子们懂得通过

努力才能争取更大的进步。

故事会现场，小朋友们纷纷背古

诗，踊跃争取表现的机会。“书香会这

个公益平台，让孩子得到充分锻炼，我

看到了很多以前不敢举手发言的小朋

友，现在都很勇敢很积极，希望社区能

继续办书香会。”参与活动的家长说，

书香会通过形式多样的课堂演绎，让

成语故事动人心弦，让孩子们了解故

事背后的有趣故事，非常棒。

据悉，尖东书香会是尖东社区带

动年轻一辈参与社区治理而搭建的平

台之一，通过引导社区亲子家庭参与

社区自治层面，促使他们在参与自助

服务的同时，动员更多亲子家庭的年

轻力量加入楼长、街坊会团队，同时把

故事宝宝培育成“创熟”小助理，让更

多年轻一辈居民参与小区治理，深化

熟人社区品牌项目，让邻里更温情。

文/珠江时报记者邹韵斯通讯员王宁陈宛彤郭俊柔邹淑滢谭嘉慧

医务志愿者 让医院更有温度
省医南海医院完善志愿者管理制度，更好服务患者

■志愿者参加关

爱小镇活动。

通讯员供图

生日会为长者送祝福

凝聚党员力量促“创熟”

开展亲子性教育“读懂”生命

制作驱蚊香包向居民派发

亲子家庭趣味学成语

作为省医南海医院志愿队的

医务志愿者，小彤一干就是五年；

正在大学攻读神经学和营养学专

业的她，希望能成为一名医生，为

更多人送去温暖。

早在 2012年，在“关爱桂

城”建设督导委员会的指导下，广

东省人民医院南海医院心脑血管

全病程个案管理医务社工项目进

驻省医南海医院，针对患者治疗、

康复期间所产生的经济、情绪、社

会支持网络、疾病管理等需求，结

合社会政策、社区卫生服务站、社

区组织等资源，运用医院-患者-
照顾者-社工-社区“五位一体”的

连续性整合照顾服务体系，实现

患者从病床到社区康复的院社合

作模式。

在项目开展中，一群医务志

愿者不仅为患者答疑解惑，还陪

伴患者及其家属走过苦痛的日

子，给予他们爱与支持。同时，医

务志愿者也是医院的好伙伴，为

患者和医护人员搭建起一座桥

梁。近日，项目征集了医务志愿

者的小故事，传递志愿服务精神。

五年志愿服务
她希望成为医生

医务志愿者小彤是省医南海

医院志愿队伍中的一员，做志愿

服务已有 5年。在广州读高中

时，她利用周末回来省医南海医

院做志愿者。高考结束后，她几

乎每天早起赶第一趟公交车到省

医南海医院。

小彤说，在省医南海医院，她

见到了许多，也感受到了许多。

独自来看病输液的花甲老人，爸

爸妈妈爷爷奶奶一起陪着来看

病的宝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小时候，全家人的心思都放在

自己身上，请假也要陪孩子来医

院；当自己长大了，父母也老了，

当他们有病痛的时候，却是一个

人孤零零地来。”她说，医院或许

是人最无助的地方，在这里可能

会迎接新生命的到来，也可能送

走一个人。她看着人们匆忙的脚

步，慌张的神情，希望自己能帮助

他们，让他们能感受到温暖。

在医院里，她还见到了许多

患有神经系统疾病的病人，如热

性惊厥的小男孩，中风、帕金森、

癫痫的患者，这让她感叹，人体的

神经系统是那么的精密，却也是

那么脆弱，一点点细微的变化都

可能引起不可逆的损伤。这让她

对神经科学产生了兴趣，想了解

更多大脑的奥秘，所以在选择大

学专业的时候选择了神经学和营

养学。她希望有一天也能成为一

名医生，帮助更多的人。

讲好志愿者故事
传递服务精神

省医南海医院社工部通过医

院志愿者服务这一平台，把一群

志同道合、乐于奉献的朋友聚集

起来，更好地服务患者。据悉，该

项目先后培育了近 700名志愿

者，他们活跃在医院的各个岗位，

引导患者就医排队、预约挂号、使

用自助缴费机，帮助有需要的患

者推轮椅、教住院患者做手工、陪

伴情绪低落的患者。在疫情期

间，医务志愿者更发挥了巨大的

作用，协助居民填报信息、测量体

温等，正是他们，汇聚点点滴滴的

力量，为患者带来了便利，

也为医护人员提供了支持，

让医院的服务更有温度。

本次医务志愿者的故

事征集活动，正是为了传播

志愿服务精神，感谢医务志

愿者的付出与贡献，并希望通过

分享他们的故事，将爱与关怀传

给更多的人。

“我们也在不断探索，希望让

志愿者队伍更加壮大。为此，我

们建立了完善的志愿者管理制

度，包括招募、培训、日常管理、组

织团建、奖惩制度等内容，严格把

控志愿者的服务质量，坚持品牌

化服务运作。”项目社工表示，他

们为医务志愿者提供富有特色

的能力提升培训，从医院架构、

服务岗位培训，到志愿者的沟

通、组织能力提升，以及急救技

能、医疗知识培训，让志愿者在

服务的同时学有所得。此外，项

目也结合医院科室发展和患者

服务需求，推动志愿者自主参与

志愿服务品牌规范运作，提升志

愿者的主动性和参与感。

未来，项目还会打造志愿者

之家，让医务志愿者享受到有质

量、有温度的服务，同时加强志愿

者之间的交流，让医务志愿者队

伍联系更加紧密，给予彼此更加

强有力的支持。

文/珠江时报记者邹韵斯

■江南名居社区开展生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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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翰社区便民活动上，楼长向居民

派发驱蚊香包。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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