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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无小事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许浩程 通讯员

施小红 ）

4 月 29 日下午， 根据市、 区

垃圾分类工作部署， 瑞宝街道环监在

瑞宝街政务中心大会议室举行 2019 年

垃圾分类实施方案动员大会暨垃圾分

类工作业务培训会。 本次会议村社干

部、 居委会城管专职、 瑞宝街辖内样

板小区、 机团单位、 中小学、 幼儿园、

市场等强制分类单位共邀请 103 人参

加。 大会由瑞宝街道环监所所长梁永

浩主持， 瑞宝街道综合执法队队长莫

国佳发言、 垃圾分类专项培训督导员

李水凤主讲， 从垃圾分类桶的颜色具

体到垃圾如何投放， 垃圾分类设施配

置到垃圾分类台帐登记作了明晰的讲

解。 全体参会人员认真听讲， 把垃圾

分类工作落实到日常工作中去。

莫国佳表示，要切实增强做好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的责任感。 要大力推行生

活垃圾分类，对不同种类的垃圾进行分

门别类的处理，能从源头上实现垃圾的

减量化，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垃圾焚烧

处理量，破解“垃圾围城”的难题，推进建

设全国文明城市、 提升居民幸福指数、

打造幸福美丽新瑞宝。

垃圾分类不是口号， 应该真正从内

心去接受。 此次会上， 瑞宝街道还对生

活垃圾分类知识进行初步培训， 现场

发放了 《生活垃圾分类———机关企事

业单位篇》 宣传资料， 参会人员边培训

边阅读， 详细了解机关单位三色垃圾

分类法以及三色垃圾的正确投放， 并

表示受益匪浅， 今后将自觉参与分类。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许浩程 通讯员

陈钰莹 ）

心明爱瑞宝街社工站长者组、

残障组社工联合瑞宝街居家养老项目

的社工一起在石溪东碧花园开展了

“关爱健康， 温暖你我” 义诊暨长者政

策宣传活动。 参与本次活动的还有穗

华口腔医院、 广州市利鱼健贸易有限

公司、 乐善平安通、 莎普爱思有限公

司和康信护工公司的工作人员， 以及 3

位社区义工。

本次活动集义诊与游园于一身，

现场设有 4 个义诊摊位、 3 个游戏摊

位、 1 个长护险政策宣传摊位和 1 个平

安通宣传摊位。 义诊内容包括检查口

腔、 测量血压和血糖、 测量心律跳动、

检测白内障等， 宣传了健康养护。

在活动开始前， 社工做了一个简

单的培训与分工。 3 名义工分别负责 3

个游戏摊位并维持该摊位的秩序， 引

导长者前来参加活， 而义诊以及平安

通办理摊位则由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

活动开展顺利， 大家非常热情，活

动没开始前就有部分长者在排队等待。

不论是义诊、游戏还是平安通都深受长

者们的欢迎，现场气氛热闹。 长者在活

动中都玩得很尽兴，脸上洋溢着开心的

笑容。 很多长者还主动告知自己的朋友

邻居，邀请他们一起来参加活动。 长者

们表示这个社区比较封闭，大多数都是

高龄长者， 平常生活没什么娱乐活动。

本次活动，不仅能玩游戏拿礼品，还能

免费办理平安通和检查身体，参与这个

活动真的很开心，希望社工能多来举办

类似的活动。

通过义诊， 让长者更加了解自身

的基本情况， 增强对自身健康的关注，

满足长者的健康养生需求； 通过游园

活动， 丰富长者的退休生活， 提高长

者的社区参与性， 满足长者的康娱需

求； 通过平安通的宣传推广， 让长者

更加了解平安通的重要性和清晰办理

的条件流程， 提高长者的安全意识。

石溪东碧花园开展义诊暨长者政策宣传活动

丰富退休生活 关爱长者健康

医护队员为长者提供诊疗服务。 通讯员供图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许浩程 通讯员

陈桂琴）

从 3 月 9 日起至 4 月 20 日每周

六下午，广州市心明爱瑞宝街社工服务

站青少年组在瑞宝街社工站开展了“快

乐成长，安全相伴”安全教育活动，旨在

让青少年了解到不合理上网、异性交往

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提高青少年的安

全自我保护意识。

活动由 4 个主题组成：“认识网络

世界”“网络自护教育”“异性交往大辩

论”和“异性交往自护教育”。 第一节主

要是社工自我介绍并介绍小组的内容、

目的、澄清组员对小组期望、制定小组

契约等，并通过破冰游戏让组员相互认

识。

第二、三节小组围绕网络安全问题

向青少年普及网络安全知识，社工与组

员一起探讨网络语言的利与弊，引导组

员合理运用网络语言；社工通过 PPT 向

组员分享真实案例与展示网络骗局类

型，例如刷单等套路流程、形式，了解不

法分子的行骗动机，增加组员的网络安

全意识与应对网络骗局诱惑的方法，提

高组员的辨认骗局能力，引导组员合理

利用网络。

第四、五节小组主要是让青少年了

解正常的异性交往， 青少年早恋的影

响，以及如何应对他人表白，异性交往

的技巧等。 通过组员辩论“中学生恋爱

的赞成与反对”,增加组员对异性交往的

了解，让组员了解中学生早恋会带来怎

样的负面影响，怎样预防早恋以及如何

走出早恋等问题等。

在小组的最后一节活动中，社工帮

助组员梳理了小组的整个过程，协助组

员整理在小组中的收获，鼓励组员在日

常中进行运用。 本小组以异性交往与安

全网络为题展开，寻找青少年自我安全

保护能力的有效途径与方法, 组员在乐

中学习，让青少年学习自我保护的知识

和技能， 使青少年了解网络上的利与

弊，保障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许浩程

何丽）

近日， 华南师范大学青

协社区队的大学生志愿者两次

来到瑞宝街道工疗站跟孩子们

进行康疗游戏活动， 在给工疗

站的孩子们带来欢乐之余， 更

进一步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的

康复。

4 月 18 日， 华南师范大学

青协社区队的大学生们来到工

疗站， 组织学员们玩纸杯游

戏， 有投射游戏、 负重前行、

真假难辨、 配对游戏。 四个游

戏 ， 对于学员们来说有点难

度， 但在志愿者们的指引下，

都能顺利完成。 特别是在真假

难辨的环节， 大家积极参与，

会表演的学员和志愿者引得大

家哄堂大笑。

4 月 25 日， 大学生志愿者

则准备了七彩手工粘土， 五彩

缤纷的粘土瞬间吸引了学员们

的注意力， 纷纷跃跃欲试。 学

员被分成 4 个小组， 并要求各

组成员发挥想象力， 制作出精

致的粘土造型。 当学员们通过

自由地玩粘土， 随意地运用捏

塑， 拍打， 揉， 搓等动作进行

创作， 在志愿者的帮助下， 愤

怒的小鸟、 酷炫的小猪、 跳舞

的小女孩、 美味的披萨饼， 从

学员们的手中绽放。 整个活动

充满了欢乐、 合作和畅想， 学

员们围坐在一起玩得不亦乐

乎， 看着自己的创意和成果，

得到了收获的快乐。

这次活动不仅能调动学员

们手、 眼、 脑协调互动， 还可

以发展他们对事物的感知力、

观察力， 提高他们的动手能

力。

青少年正确认识网络世界 学习自我保护

社工带领孩子们认识世界。 通讯员供图

瑞宝街开展垃圾分类培训大会

打造幸福美丽新瑞宝

华南师范大学

青协社区队参与工

疗站康疗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