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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4 社区视窗

1月31日，在狮山镇罗村

社区，奔忙了一年的居民开始

准备过年的各种事情，洗邋

遢、购年花、置年货……而开

油镬炸油货，是罗寨人过年不

可或缺的重要活动。这一天，

随着油镬的香气，年味与温

情，在大街小巷里飘荡。

活动一早，罗寨长者饭堂

内齐聚了数十名社工和党群

志愿者。他们忙前忙后，有的

揉面粉，有的做馅料……一切

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煎堆的粉团要不干不

裂、保持柔软，是有窍门的。”

志愿者杨姨把少量糯米粉和

水调成粉浆，再与红糖水充分

搅拌……志愿者们学着杨姨

抓起一把粉团，双手边压边

转，很快，一只大小适中的煎

堆坯就成型了。

煎堆坯、油角坯做好后，

便到最重要的开油镬。“炸油

货，最讲究火候。未炸透，馅

料未熟，不易于存放。炸过火

了，有油焦味，味道不好。”经

验丰富的杨顺琼，就是这项工

作的“操盘手”。只见待镬中

油达到一定温度，她便将煎堆

等先后入镬，并不停搅动，令

其受热均匀。到表面颜色变

得金黄，就可以起镬沥油。炸

好的煎堆甘香软糯，油角香甜

可口，食来齿颊留香！

在众人的期待下，金灿灿

的煎堆和油角，一盆接着一盆

出锅了。志愿者纷纷将它们

打包好，再将水果和生活用品

放在袋子里。在罗村社区党

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经联社

社长颜铭坤的带领下，节日礼

包在志愿者手中兵分五路，分

别送到多户高龄长者家中。

“黄婆婆，我们提前给你

拜年了！”颜铭坤一边送上礼

品，一边不忘问候长者的身体

状况，叮嘱他们注意居家安全

和疫情防控。长者们接过礼

品后，欢喜之情溢于言表，拖

着工作人员的手，聊起了家

常、拍起了合照……

据悉，本次活动在罗村社

区党委、罗村社区居委会的支

持下，由罗村社区幸福院联动

罗寨邻里中心、社区计生办、社

区党员志愿服务队共同开展。

近日，狮山镇公共服务办公

室、狮山镇卫生健康办公室、狮

山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多部

门联动南海疾控中心，派遣医务

人员和防疫工作人员到罗村敬

老院，免费为工作人员进行核酸

检测，并开展防疫检查。全院共

22名工作人员接受了核酸检测。

1月29日下午，医务人员身

穿防护服、戴上护目镜和口罩来

到罗村敬老院，准备为敬老院

工作人员进行核酸检测。在社

工的协助下，员工带上身份证

有序来到检测现场，相隔一臂

距离进行排队登记。检测队伍

分为两队，一队负责登记身份

信息，另一队进行咽拭子核酸

检测。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医护

人员严谨确认每位员工的姓名、

身份证等个人信息，确认无误后

才进行咽拭子核酸检测。检测

过程中，医务人员拿出采样用

的咽拭子，指导员工按要求接受

采样。检测后的员工们纷纷表

示，医护人员上门为敬老院免费

做核酸检测，最大程度上便利了

工作人员，不仅让敬老院的老人

们放心，也让员工和家人感到踏

实，过一个健康开心年。

核酸检测结束后，防疫工作

人员还对罗村敬老院的疫情防

控工作进行检查，包括消毒登

记、人员排查登记、应急预案等。

据悉，为了从源头上降低长

者感染的风险，让院内长者和工

作人员安全、健康地度过防疫

期，接下来，南海疾控中心将以

14天为一周期，持续为敬老院工

作人员安排核酸检

测，并做好卫

生 消 毒

工作。

煎堆入镬
街巷飘香

免费给罗村敬老院
工作人员核酸检测

“阿姨，我们又来看您

了！”1月26日，联和社区

幸福院联合社区居委，开

展“党建引领，暖爱传城”

狮山镇2021年春节联动

关爱行动，为20名孤寡、

高龄及困难长者送上新春

福袋及祝福。

当天一早，联和社区

幸福院的社工便带着志愿

者逐户探访15户关爱对

象，送上新春福袋和新春

对联。在长者群姨家中，

群姨一眼认出了社工的马

甲，笑着和大伙儿打招呼。

群姨是社区中最年长的居

民，虽然不能分清每一个

人，但总能认出幸福院的马

甲。社工问候群姨最近的

身体情况，叮嘱老人留意天

气变化，保重身体。

下午，社工们马不停

蹄，与居委人员及党员志

愿者继续入户关爱5户长

者，还链接了爱心企业，为

一些特殊长者准备了大

米、食用油等物资。让长

者们感到社区温暖。走到

雪姨家时，看到门前坐满

了邻居，雪姨在其间谈笑

风生。“雪姨，我们又来看

您了，这是爱心企业捐赠

给您的物资，希望您在新

的一年里身体健康。”社工

此前了解到雪姨眼部有不

适，询问雪姨是否去医院

检查了，雪姨表示已到医

院检查并谨遵医嘱。

据介绍，本次关爱行

动由中共树本狮山创益中

心支部委员会主办，体现

党组织对村（社区）孤寡及

高龄长者的关爱。社工和

志愿者的入户不仅送去新

春福袋，更是送去一份浓

浓的人情味。大家收到福

袋都乐开了怀，纷纷为联

和社区和幸福院点赞。

为加深居民对传统文

化节日的认识和了解，感受

我国传统文化，1月29日上

午，罗村社会管理处社区学

院联合街边社区党委、街边

社区邻里中心在社区幸福

院开展“浓浓亲子情，巧手

迎新春”亲子DIY共融活

动，共吸引了15组党群志

愿者亲子家庭参与。

活动伊始，社工以“漫

画说新年”的形式向参与者

讲述一个关于“年”的故事，

并讲解春节每一天的习俗，

以此热络现场气氛。过程

中，小朋友积极互动。“这个

我知道，年廿八，洗邋遢”

“煎堆碌碌，金银满屋

……”现场氛围十分

火热，小朋友

热情高涨。

随后进入新年挂饰亲

子手工DIY环节。社工向

参加者介绍年味茶杯垫作

品和牛年新春挂饰的制作

过程。只见亲子们默契十

足，不用多久，精美的年味

茶杯垫和新春挂饰便制作

完成。

以挂饰为媒，街边社

区党委组织亲子队伍入户

探访社区孤寡长者。“伯

伯，这个新年挂饰是我做

的，送给你，祝你身体健

康，新年快乐。”小小志愿

者冼泳嘉将与奶奶共同制

作的新年挂饰，送给长者。

本次活动，不仅增强

了居民亲子间的互动与合

作，营造出社区浓厚的新春

氛围，还弘扬了社区和谐、

邻里和睦的向善民风。

巧手做挂饰
送给老人家

“吴婆婆在家吗？我

们送春联来了。”1月28日，

在狮山镇沙坑社区党委的

支持下，沙坑社区幸福院联

合党员志愿者、社区妇联、

爱心行动社、社区公共卫生

服务站和孝德家志愿服务

队，开展“党群暖心福到家”

新春入户送春联活动，两天

的活动共送出86幅春联和

23个福字。

沙坑社区下辖8个经

济社。活动开始前，志愿者

们分成8个送福小分队，分

别由各经济社妇女委员带

领入户拜访，给长者送上春

联礼包和节日问候。

“胜婆婆，我们给您拜

个早年。”一幅幅春联伴随

着声声祝福送到长者手中，

长者看到横幅上红底金漆

的“平安”二字，纷纷爱不释

手。过程中，沙坑社区公共

卫生服务站医生不忘提醒

长者注意疫情防控，叮嘱新

春期间要注意饮食。

活动中还有不少亲子

志愿者的身影。家长冯女

士是社区里的老义工，经常

参与长者服务的志愿活

动。“现在把女儿也带动起

来，希望把敬老爱老的传统

美德延续下去。”冯女士说。

据悉，本次活动共联动

志愿者33人次，并得到狮

山镇书法协会会员郭振豪、

状元社区书法班何老师和

书法志愿者姜立传的书法

创作。

沙坑社区幸福院相关

工作人员表示，本次活动旨

在让长者感受到社区的关心

和关爱，营造温馨和谐、多元

参与的社区养老氛围。

提前拜早年
春联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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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煎堆、写春联、送福

袋……春节将至，为弘扬中

华民族尊老、爱老、助老的

传统美德，关爱高龄、病残

老人，让老人进一步感受到

社区的关怀和温暖，近日，

狮山镇罗村多社区开展入

户探访慰问长者活动，给老

人送上新春祝福。

工作人员排队等候核

酸检测。

志愿者合力炸出金灿

灿的煎堆。

关爱行动共走访20户

对象，传递温暖。

社工以漫画形式分享

过年习俗。

沙坑社区开展“党群暖

心福到家”新春入户送

春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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