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2月5日 星期五

责编 吕翠华陈婷 美编江静雯
美编助理 霍笑芬

C05 左邻右里

珠江时报讯（记者/彭燕燕 通

讯员/林琳摄影报道）看视频花絮、

赏书画作品……1月31日，“收获

快乐，见证成长”长信银湾冬令营

课堂成果展示活动在长信银湾党

群服务站举行，小区居民现场回顾

冬令营的18节趣味课程，感动又

不舍。

长信银湾冬令营课堂由罗村

社会管理处社区学院、罗村“七一”

空间、孝德·家、罗湖社区党委、罗

湖社区居民委员会主办，长信银湾

党支部、长信银湾楼长团队、长信

银湾志愿服务队承办，广东中奥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南海分公司协办，

于1月初正式开课，罗村社会管理

处社区学院为其链接了儿童魔术

气球、街舞、毛笔书法及创意绘画

共4种类型、18节趣味课程。

当天，罗村社会管理处社区学

院社工、长信银湾小区志愿者、冬令

营学员及家长们一早就来到长信

银湾党群服务站担任工作人员，忙

碌地挂起学生们在冬令营课堂里

完成的绘画、书法等作品，并设下摊

位在现场展示课堂上所学的魔术

气球技巧，现场还播放了学生们学

习街舞的视频，以及课堂小花絮。

吉祥喜庆的手工祝福卡、学生

手写“福”字的挂历……琳琅满目

的展览现场吸引了不少小区居民

观赏，大家都对作品表达了赞赏。

小区居民何重庆与儿子何东阳所

在的魔术气球摊位，十分受欢迎，

母子俩人借着在课堂上学来的技

巧，为现场居民制作各种花式气

球。“原本只是抱着和孩子一起玩

的心态参加课程，没想到自己也学

会一门手艺了。”何重庆笑着说，

“以后志愿服务需要我们母子俩的

气球手艺，我们义不容辞。”

“今天还有居民过来询问接下

来还有没有类似课程。”长信银湾

志愿服务队文体组组长曾彩玲表

示，冬令营活动丰富了长信银湾小

区居民的文娱生活，让居民更好地

发展兴趣爱好。本次的成果展示

活动，既是为这期冬令营活动画上

完美的句号，也是希望让参与者看

到自己的成长与进步，建立自我认

同感与自信心。

据悉，今年开始，

罗村社会管理处公共服

务办公室结合党群服务

中心、邻里中心、社区幸

福院等阵地，开设兴趣/发

展类、知识/技能类和社区治

理实践3类特色课程，积极打造

社区学院项目，为狮山市民提供丰

富的社区教育服务和多元化的社

区治理参与平台，从而有效提升群

众的认同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打

造和美幸福狮山。

珠江时报讯（记者/梁凤兴

通讯员/胡维斯 摄影报道）“党

建引领，暖爱传城！”1月29日，

随着一声活动口号，37份喜气

洋洋的新春福袋在招大学校整

装待发。

这是由南海区委政法委指

导，狮山镇招大社区居委会、招

大学校党支部、佛山市北达博

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联合主办

的春节关爱行动。当日行动还

联动了狮山镇两新党群志愿

者、社区安监和社区流管等部

门组织，将福袋送给社区内就

地过年的职工家庭。

“您好，我们是党员志愿

者，现在为你送福袋了！”活动现

场，20多名志愿者兵分三路，亮

出身份，敲开了新市民的家

门。招大社区党委委员招德和

关心地询问春节留守职工的家

庭情况，叮咛他们春节期间做

好疫情防控。同时不忘检查出

租屋内的消防安全隐患，发现

问题提醒流管人员跟踪处理。

其后，将内含生活用品、玩具、文

具等慰问品的新春福袋，逐一

送到春节留守职工家庭手中。

“谢谢你们的关心！”作为

受访家庭代表之一，宋志强母

亲走上前，接过福袋。“在招大社

区住了接近9年，看着社区环境

和治安越来越好，我们也住得

越来越舒心。”家长满怀感激地

说，为了配合社区疫情防控，今

年过年不回四川老家，留在狮

山。

以春节关爱行动为切入

点，活动还加入了关爱新市民、

助推新市民融合的活动环节。

志愿者结合“招大社区出租屋

服务联合会运行模式探索”项

目内容，对“新市民融合”话题进

行了问卷调查。“您觉得社区有

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未来社

区提供一些公共服务，您愿意

参加吗？”……招德和介绍，社

区正在立足新市民，结合其家

庭情况、生活需求等信息，搜集

基层声音和服务依据。“下一步，

社区将以座谈形式，为新市民

提供不同的知识、政策宣传，通

过面对面交流，拉近彼此间的

距离。”

招德和表示，希望新市民

能够在政府、社区的关爱中就

地过年，也呼吁更多市民加入

到促进新市民融合的志愿服务

中，为建设和谐、共融的招大社

区贡献力量。

珠江时报讯(记者/彭燕

燕通讯员/王仲铭)“这种病需

不需要去看医生？什么情况

的病症需要去看医生？”被小

毛病困扰的长者们常有这种

疑问，为正确引导长者面对

身体疾病，1月28日，狮山镇

联星社区幸福院联合南海公

共卫生医院开展名医讲堂系

列活动，为长者提供专业指

导和帮助。

讲座共有两节课程。“为

什么会怕看医生？”“为什么总

是要去看医生？”第一节课上，

南海公共卫生医院内一科护

士长黄润坚以问题引出课堂

内容。不少长者表示，随着年

龄增长，身体抵抗力逐渐减

弱，时不时就有一些小毛病出

现，但是又感觉没必要看医

生。了解到长者们的想法后，

黄润坚结合图片等，给长者们

详细分析患者出现类似心理

状态的原因，并通过自己在医

院时所遇到患者实例进行分

享，纠正长者潜在意识中对

“怕看医生”和“总是看医生”

的错误认识。

在紧接着的第二堂课中，

黄润坚为长者介绍了生病时

应该如何正确就医。黄润坚

表示，长者应该要调整心态，

多做适当运动，科学管理身体

状况，如遇到普通感冒等疾病

可以到社区卫生站寻求医生

帮助，但是如果遇到比较严重

的问题时，一定要及时去医院

就诊，不要拖延。

两节课程内容丰富有用，

长者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回

家也要告诉家里人，要重视身

体健康，正确看病。”联星社区

长者江婆婆表示，讲座解决了

她怕看医生的苦恼，对医生也

更加信任了。

因春节临近，当天，狮山

镇联星社区幸福院还邀请了

书法爱好者现场挥毫，为长

者们送去一副副祝福满满的

春联。

珠江时报讯（记者/彭燕

燕 摄影报道）“您好，麻烦测

量一下体温。”近日，狮山镇罗

村行政服务中心入口处出现

一群身穿黄色志愿服的志愿

者，协助狮山镇罗村行政服

务工作人员进行疫情防控指

引。作为自发组织的志愿力

量，罗湖社区便民志愿服务

队积极开展各类志愿服务，

为罗村居民干实事，为基层

善治出力。

“我们队伍成立于2017

年，到现在已有3年。”谈及成

立初心，罗湖社区便民志愿服

务队队长吕兆建回忆，当时已

有一年多志愿服务经验的他，

因热爱志愿服务，认识了一批

志愿好友，当得知罗湖社区想

要成立一支便民服务队时，他

立即答应了下来，并拉着一帮

好友成立了这支队伍。

以“服务为民”的宗旨，

罗湖社区便民志愿服务队在

3年来走遍了罗村。在晚会

的台前幕后，或是孤寡老人

家中，或是城区交通要道斑

马线旁，或是特殊群体的集

体生日会上，总能看见他们

穿着黄马甲的身影，时刻面

带微笑。

在素有孝德之乡美誉的

罗村，孝德的影响力也愈发凸

显出来。罗湖社区便民志愿

服务队一个月最多能开展20

多场志愿服务，从服务罗湖社

区再到整个罗村社会管理处，

一路来他们收获社区以及周

边居民的赞许和认可。

“我们经常开展志愿服

务时，就有人过来问怎么加

入服务队。”吕兆建说。从

2017年到2020年，这一支原

本是一群50多人的志愿队

伍，现在注册了510多人，队

伍扩大了接近10倍，2019年

这支队伍的总服务时数甚至

达到了4万多。

队伍在扩大，提供的志

愿服务也在增多。除了便民

服务，志愿队还积极参与残

障公益志愿服务、社区长者

探访、社区“三三整治”等服

务，以社区居民需求为导向，

切实为居民干实事，为百姓

做好事。

“队伍里好多志愿者都是

‘多面手’了。”吕兆建表示，为

了能更好地开展志愿服务，不

少骨干成员自发学剪发、学量

血压、学磨刀、学缝补等，此前

没有理发师、医护人员经验的

志愿者们掌握了越来越多的

技能。1月27日，记者在芦塘

社区新村便民服务活动中就

看到，一名志愿者在为村民提

供义磨服务后，发现剪发摊位

有很多村民在等待服务，立马

便取出剪发工具，招呼村民过

来剪发。

“我们都对志愿服务工

作‘上瘾’了。”吕兆建表示，志

愿精神中包括了“互助”的含

义，虽然志愿服务提供的都

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帮助，但

能给别人带去看得到温暖的

同时，还能提升自己、完善自

己，让自己变得开心，这是他

们队伍很多志愿同伴一直坚

持做志愿服务的内在动力。

狮山罗村社区学院送18节趣味课程入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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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医进社区
教你如何正确看医生
狮山联星为长者提供专业健康指导和帮助

3年队伍扩大10倍
志愿者成“多面手”
罗湖社区便民志愿服务队积极为居民干实

事，为基层善治出力

■小区居民欣赏学生们的作品。

■小朋友接

过福袋，比起

开心的手势。

▲在魔术气球摊位，

亲子一同创作。

■义诊服务摊位上，志愿者为村民测量血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