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江时报讯（记者/练梦婕

通讯员/崔嘉亨 摄影报道）记者

5月2日获悉，在2021~2022
年度广东省“两红两优”表彰名

单中，西樵镇团委获评“广东省

五四红旗团委”称号。

近年来，西樵镇团委不断

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从

推动团员管理规范化发展、青年

服务品牌化影响、志愿服务项目

化培育、青年人才本土化回归等

方面着手，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开

展，为青年提供切实保障。

聚焦青年需求
助力青年成长成才

多年来，西樵镇团委充分

利用寒暑假等节点搭建大学

生实践平台，为青年大学生提

供展示才能、服务社会的机

会。2021年8月，开展为期8
天的“樵山英才训练营”，22名
西樵本地青年大学生参与活动，

在此收获职场“初体验”。据了

解，西樵镇团委从青年视角出

发，通过设置职业生涯规划、职

场课堂、职场加分技能等体验式

课程，激发大学生的创新思维，

搭建共同成长、进步的青年人才

储备平台。

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也是

西樵镇团委的重点工作之一。

西樵镇团委利用“青心行动”青

少年心理健康服务计划将服务

覆盖镇内3所公办初中，累计服

务超4000人次。据悉，该行动

与启沅社工服务中心合作，以心

理团体辅导、线上线下普及形式

提升青少年解决心理问题的能

力和家长的正面管教能力，促进

亲子沟通。自2021年6月起，

逐渐在学校普及“青心鼓励树”

系列活动，以可视化形式和团体

辅导向学生解释鼓励的意义和

方式，同时利用线上家长会和学

校教师培训，让学生、老师、家长

学会鼓励的正确使用方式。

凝聚青年志愿者力量
助力疫情防控

为强化西樵镇志愿服务队

伍建设，促进志愿者素质提升，

西樵镇团委以西樵镇志愿者学

院项目为基础，联动区、镇本土

志愿者讲师资源开展志愿者课

程培训。项目与樵讲团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合作，通过“3+P+
N”模式开展运作，为镇内志愿

者提供较为全面的志愿服务知

识普及。目前，西樵镇志愿者学

院项目开展了第三期“种子讲师

计划”，服务超500人次。

西樵镇团委注重项目培育，

充分利用“与你为邻”邻里义助

计划、“义二代”暑期夏令营、益

动青春守护成长助学等项目，将

服务覆盖到长者、儿童等群体，

为市民提供切实有效的服务。

西樵镇团委还充分发挥志

愿者的力量助力疫情防控。4
月 1日至 5月 1日，西樵镇组

织发动了8317人次志愿者参

与疫情防控工作，其中有不少

青年志愿者贡献“青春力量”。

例如，“00后”志愿者陈永泉积

极投身疫情防控志愿服务，4月
6日~19日，他平均每天休息时

间不足6个小时；“90后”志愿

者梁皓钧，连续5天在海舟村、

东碧社区、樵园社区等采样点参

与核酸检测志愿服务，每次招募

信息发布后，他都会主动询问是

否需要支援，哪里缺人手就马上

“补位”。

此外，为结合“文旅+志愿

者”模式，立足听音湖片区发展

所需，畅通志愿者参与社会治理

渠道。在 3月 5日“红色星期

六 尖兵志愿行”活动中，蒲公英

文明先锋志愿服务队正式成

立。该队伍围绕“文明劝导、安

全巡逻、公共设施维护、环境保

护”四大主题，以“志愿巡逻+宣
传服务”形式开展志愿服务。

搭建政企沟通平台
带领企业“走出去”

为加强企业与政府的交

流，在西樵镇团委的指导下，

西樵青年商会积极搭建政企

沟通平台，联合各职能部门

开展企业走访，及时准确把

握企业需求，积极落实各项

政策措施。此前，已多次举

行政策宣讲、项目推广、政企

交流会，帮助会员企业把握

政策机遇，促进资源共享，实

现共赢发展。

西樵青年商会还以“内

引+外联”的形式不断拓展合

作关系。如参加“两岸四地”

的交流会，到湖南、重庆、广

西、新兴等地知名企业参观学

习，带领会员企业“走出去”。

多年来，西樵青年商会还

致力于公益慈善事业。组织

企业到凉山州、贵州等地区开

展考察，协助开展扶贫项目对

接工作；面对疫情，在物资紧

缺的情况下，向西樵镇政府捐

赠500件防护服，并携防疫物

资到一线隔离酒店慰问医护

及机关工作人员，展示青商担

当，践行社会责任。

珠江时报讯（记者/何泳谊

通讯员/黄春梅 李霞玉 摄影报

道）“婆婆，现在可多下地走动，

对你的恢复更有好处。”“医生，

非常感谢您！”4月21日，88岁

的麦婆婆拉着南海区第四人民

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谭泽梁的

手感激道。

原来在前些天早上7时许，

家人发现麦婆婆说话不清，左边

肢体不能活动，还不断呕吐，于

是马上将麦婆婆送到南海四院。

南海四院卒中中心医生迅

速到位，查看和检查麦婆婆的情

况。脑动脉CT成像检测显示：

右侧大脑中动脉急性闭塞，诊断

麦婆婆为急性脑卒中。老人病

情危急，如不在短时间内开通血

管，恐留下严重残疾，甚至危及

生命。

谭泽梁向家属讲述麦婆婆

情况，需及时施行血管内介入取

栓手术。家属知晓情况后，马上

同意进行手术。在手术过程中，

谭泽梁发现麦婆婆主动脉弓畸

形，无法从常规的桡动脉和股动

脉进行取栓。谭泽梁及其团队

决定另辟蹊径，从颈动脉穿刺入

路，避开主动脉弓的限制。

医疗团队马上向家属讲述

手术情况。“没问题，时间就是生

命，请你们施行手术。”得知手术

改变策略时，麦婆婆家属毫不犹

豫地同意了。

谭泽梁带领团队迅速展开

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时间赛

跑。颈动脉穿刺成功，实现第

一步跨越，接下来轻柔缓慢将

导丝送入颅内，抵达右侧大脑

中动脉主干，导管到位、拉栓、

开通血管……经过 1个多小时

的密切配合，医务人员终于将

麦婆婆大脑中动脉的血栓取

出，术后麦婆婆生命体征稳定。

谭泽梁介绍，颈动脉穿刺所

面临的风险远远高于经桡动脉

或股动脉穿刺，因为颈动脉临近

气管，且颈部血管丰富紧密相

邻，穿刺过程中一旦出血将很快

形成血肿从而压迫气管，直接导

致窒息，后果不堪设想。“这对术

者的操作技术、娴熟程度、细致

耐力及心理抗压能力均有极高

的要求。”谭泽梁说，这是医院首

例经颈动脉穿刺取栓术。自

2021年卒中中心创建以来，该

中心已成功救治100多例中风

患者。

“麦婆婆的成功救治和恢复

良好，多亏家属的主动作为和积

极配合。在麦婆婆发病两小时

内，将其送到医院。第二是积

极配合医生的治疗方案，为麦

婆婆争取了宝贵的治疗时间。”

谭泽梁表示，脑卒中患者发病

后 6 小时内是救治的最佳时

间，在黄金时间内，明确病情并

进行有效的治疗，能很大程度

上减少患者神经功能丧失，减

少后遗症的发生率。

谭泽梁还指出，很多家属认

为，脑卒中患者年龄大，不适合

施行手术，这是一大误区。“随着

影像技术和介入技术的发展，很

多患者经过治疗可以恢复得和

正常人一样。”他说，年龄不是问

题，最关键的还是把握救治黄金

时间和配合医生的治疗方案。

珠江时报讯（记者/何泳谊

通讯员/梁小英）构筑全民疫情

防线，接种疫苗是关键。当前，

西樵全力推进疫苗接种工作，截

至4月底，全镇60岁及以上人

群接种首针超33000人次，接

种率超过90%。

精准入户真情动员
自3月起，西樵疫苗接种专

场开到街坊“家门口”。长者如

何知晓？长者是否愿意接种？

长者怎么前来？这考验着西樵

尖兵的脚力与毅力。

面对西樵镇老年人口基数

庞大、村（社区）数量众多、辖区

面积广的现实情况，西樵迅速建

立“挂钩领导+驻点团队所在办

公室+村（社区）分片包干”负责

制。连月来，领导班子成员以

“5+2”“白加黑”的方式下沉一

线，带队做实“敲门”行动，精准

入户用心用情开展宣传，发动长

者积极接种新冠疫苗。

“唔使惊，阿婶系大厅！”4
月29日，樵乐社区志愿者张杏

玉带着78岁的李婆婆从家里

走进社区幸福院。张杏玉不断

安慰老人，有专业医生“把脉”，

放宽心接种疫苗，不要害怕，有

她在。

原来，身体健朗的李婆婆，

认为自己不出远门，没必要打疫

苗。社区工作人员上门多次劝

导，遇到“摸门钉”时，直接跑到

田里向她宣传疫苗接种的好

处。面对社区工作人员的“用心

用情”，李婆婆仍有几分担心。

与李婆婆同一个经济社的张杏

玉得知后，马上来到李婆婆身

边，安抚她的不安情绪：“别担

心，阿婶我陪你过去。”

张杏玉全程陪同李婆婆接

种疫苗、留观30分钟。“谢谢你

一路的陪伴！”李婆婆感激之情

溢于言表。

像这样的暖心瞬间，每一

天都在西樵各村（社区）发生

着。“阿婆，打了疫苗感觉如何？

记得打完全程更有保障啊！”如

此日复一日，日常中的关心问

候、不定时的温暖回访传递着西

樵尖兵为民办实事的初心。

贴心接送温暖长者
如何说服未接种首针、思

想仍处于“摇摆期”的长者，是社

区工作人员面临的“大难题”。

但西樵尖兵坚信“办法总比困难

多”，坚决打通长者疫苗接种“最

后一公里”。

各村（社区）党员干部、社工、

志愿者等通过“敲门”行动对60
岁及以上长者疫苗接种情况进行

精准摸查，筛查出因各种原因未

接种疫苗的长者后，组成“社区工

作人员+医护+志愿者”服务队逐

一为长者送上“健康评估”。

此外，为居住地离接种点较

远或出行不便的老人提供专车

接送服务，已成为全镇各村（社

区）的“标配”。在樵乐社区疫

苗接种专场，记者看到，93岁

的刘婆婆尽管出行有困难，也

在村委会工作人员、社工安排

的专车接送下，成功接种了第

一针。而面对一坐汽车就犯晕

的李婆婆，社区则贴心地给她

借来三轮摩托车，让她安全、便

捷地往返于家和接种点之间。

西樵镇卫健办相关负责人

介绍，连日来，全镇33个村（社

区）开设疫苗接种专场，派驻经

验丰富的医生，为有基础性疾病

的老年人答疑解惑。

为了配合长者作息时间，

西樵尖兵在上午9时和晚上7
时入户宣传，或到小区广场、公

园、榕树头等长者活动场所蹲点

访问。此外，西樵还通过村居智

能广播、设置小喇叭、工作群通

知、公众号等推送每天苗报，创

作防疫歌曲MV等，用心用情

做好老人疫苗接种的“护卫者”。

■案例简介
张某于2020年 6月入职某

科技公司，月工资20000元。该

科技公司在与张某订立劳动合

同时，要求其订立一份协议作为

合同附件，协议内容包括“我自

愿申请加入公司奋斗者计划，放

弃加班费”。半年后，张某因个

人原因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要

求支付加班费。该科技公司认

可张某加班事实，但以其自愿订

立放弃加班费协议为由拒绝支

付。张某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员会

依法裁决该科技公司支付张某

加班费。

■部门说法：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张某订

立放弃加班费协议后，还能否主

张加班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

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

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

〔2020〕26号）第三十五条规定，

要求张某在其单方制定的格式

条款上签字放弃加班费，既违反

法律规定，也违背公平原则，侵

害了张某工资报酬权益。

■相关链接
5月7日~5月8日，5月14日

~5月15日，南海区总工会、南海

区普法办联合举办“活力南海·

法治先行”主题微信学法大赛，

参与游戏答题有机会获得微信

红包等丰厚奖品，详情可关注

“南海普法”微信公众号。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原诗杰

西樵60岁以上长者
首针疫苗接种率超90%
西樵尖兵用心用情为长者解决接种疫苗过程中的各种难题

工会篇——

订立放弃加班费协议
属侵害劳动者权益

2021~2022年度广东省“两红两优”表彰名单公布

西樵镇团委获评
省“五四红旗团委”

88岁患者血管通路受限
颈动脉穿刺巧妙取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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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婆婆紧握谭泽梁的手，连连道谢。

■长者积极接种疫苗。 通讯员供图

■西樵青年志愿者助力疫情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