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志愿者们为长者就餐提供指引服

务。 信息时报记者 唐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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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唐硕 通讯员 赵

意）

5 月 12 日，石牌街道党工委、办事处

在穗园小区举办了母亲节暨幸福工程救

助贫困母亲活动日的主题宣传活动。 天

河区卫计局程兵副调研员、 石牌街道办

事处主任潘海彪、 副主任卢虹及广东省

中医院二沙岛分院院长陈海， 石牌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范育玲到场参加了

活动，与居民们共庆母亲节。

活动现场， 嘉禧艺术团模特队表演

了《梅花秀》，石牌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联同冼村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务人

员表演了《八段锦》。

9 点半， 为了让社区居民进一步了

解和掌握计划生育政策法规、 卫生与健

康的相关知识及广泛宣传幸福工程救助

贫困母亲， 活动现场设置了有奖知识问

答环节。 问题有关健康知识和共创健康

社区的理念，居民们踊跃举手抢答。

石牌街道计生办、 石牌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活动现场开展了

全面两孩政策、 健康素养和健康基本知

识的宣传和咨询摊位。

与此同时， 广东省中医院和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为现场居民开展免费义诊活

动。活动场面热烈，医务人员认真为到场

居民们检查身体， 并耐心细致的分析病

情，讲解卫生保健知识、注意事项、饮食

安全、合理用药等卫生常识，认真解答老

人们关于常见病、 多发病的预防诊治及

愈后疑难问题。

在义诊现场， 前来就诊的患者络绎

不绝，问诊、检查、诊断、测血压，刮痧、中

医药雾化治疗、 量血压等义诊工作有条

不紊。 此次活动，医疗队共免费为群众义

诊 300 多人次， 发放各种健康宣传资料

400 多份。

此次活动， 现场居民积极参与了救

助贫困母亲捐款行动。 石牌街计生办通

过宣传服务活动， 有效提高了辖内居民

对贫困母亲的关注度，并通过“母亲节暨

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活动日” 主题活

动，让更多居民参与献爱心活动，为让更

多的母亲远离贫困献上自己的力量。

石牌街道在穗园小区开展母亲节系列活动

母亲节义诊 关爱妈妈们健康

信息时报讯（记者 唐硕 通

讯员 胡俊超 ）

4 月 22 日上午，

一对夫妇走在天河北路鸿翔大

厦门口时， 妻子突然抽搐无力

并口吐白沫倒在地上， 同行男

子见状立刻搀扶并大声呼救，

周围大量群众围观。 此时石牌

街执法队队长丁友生、 干部汤

义、谢铁牛、陆建生以及两名队

员正在天河北路巡查， 队长丁

友生见状立即指挥队员疏散围

观群众。

执法队干部们上前查看情

况， 只见一名中年妇女全身抽

搐并口吐白沫地倒在地上。 当

时情况比较严重， 为避免该名

女子直接躺在冰冷的地面上，

丁友生和其他队员向附近商铺

借来了凳子，扶女子坐好，同时

执法队员一直为该女子做应急

救助处理。 该名女子慢慢神志

清醒后向执法队员道谢， 随后

与同行男子离开了现场。

石牌街城管执法队这一举

动赢得围观街坊的纷纷点赞。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唐硕 通讯员 李

春环 ）

石牌街“长者饭堂”———家乐缘龙

旺店因合同到期于 4 月 20 日开始停业。

对此， 石牌街道办事处紧急召开协调会

实地踩点，为更好服务长者，方便长者就

近享受大配餐服务， 在家乐缘龙旺店南

行 50 米处新增设两处就餐点。

增两就餐点 解长者就餐燃眉之急

石牌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卢虹带队加

班实地踩点， 考察附近各门店营业及卫

生情况， 刷选适合做长者配餐点的配餐

机构，积极与配餐机构协调沟通，合作开

展大配餐服务。在街道的努力下，在家乐

缘龙旺店南行 50 米处成功新增设两处

就餐点：点聚

（茶楼）

+品盛

（快餐）

，实现

了新旧就餐点无缝隙链接， 确保了长者

就近能享受到助餐服务， 并增加了长者

就餐多样化的选择。

为了做好新配餐点宣传工作， 石牌

街印制派发了 500 份温馨提示， 扩大了

宣传力度。 街道工作人员到现场参与解

释工作， 引导长者及时在退费时段内办

理退费手续， 并向长者宣传新配餐点服

务，有效消除长者顾虑，稳定长者情绪。

同时，为保证新配餐点的顺利开业，石牌

街分别在适老化改造、服务人员培训、应

急救护设备放置及长者饭堂标识牌制作

等方面做了充分准备， 为长者就餐提供

更加贴心的服务。

新配餐点开餐当天， 引入家综社工

团队，协助维持秩序和开展宣传活动。社

工们通过派发温馨提示、 现问现答的形

式宣传新配餐点， 指引长者居民到新配

餐点充值消费。

“目前石牌街道长者助餐有茶楼、快

餐、中央厨房、高校食堂等不同形式，为辖内

的长者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 ”卢虹说。

原来， 家乐缘龙旺店长者配餐服务

的目标人群为华标、龙口东、龙口西、松

岗、逢源、鸿景园、芳草园等附近小区 60

岁以上的居民， 最大可供就餐人数 330

人， 每日长者堂食客流为 80~100 人，大

部分长者选择外带。

茶楼可点餐 埋单有补助和优惠

现在，点聚茶点荟提供了可供 72 人

同时就餐的“红棉厅”作为长者大配餐服

务点， 一街之隔的品盛最大可供就餐人

数则为 108 人。

就餐位比以前好像少了， 但点聚茶

点荟大堂经理马玉英说：“安排红棉厅是

方便老人和朋友们一起吃饭、聊天，其实

他们也可以在大堂就餐， 只要结账时间

在 10 点到 11 点半之间就可以享受长者

配餐补助，11 点半之前结账还有茶楼全

部菜品 6.8 折的优惠， 茶位费原本是 7

元一人，我们也为老人们降低了茶位费，

收取 4 元一人。 ”

记者算了一笔账， 针对老人比较喜

欢吃的云吞面、叉烧包、陈村粉等，价格

均在 10~20 元左右， 点聚茶点荟的排骨

蒸陈村粉菜牌价是 23 元， 算上茶位费，

60~70 岁长者 11 点半之前结账是 15.64

元，70 岁以上长者则收 13.64 元。 有长者

反映， 这样的价格比之前吃快餐贵了一

些，但也有长者表示，本来茶楼收费就比

快餐贵，不可能要求所有餐厅一个价格，

自己平日就喜欢和朋友一起来吃早茶，

这里设立了服务点后每餐还有补助，对

他们来说十分方便。

截至 5 月 7 日，品盛就餐人数为 470

人，就餐人次为 3320 次，点聚人数为 60

人，就餐人次为 163 次；原在龙旺店的大

部分长者均转到新配餐点就餐。 就餐现

场， 街道工作人员认真听取及记录就餐

长者对新配餐点服务的看法和建议，争

取进一步提升石牌街为老服务水平，为

长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石牌“长者饭堂”开进茶楼

新增设两处就餐点，可点餐也可吃快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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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牌城管

及时救助路人

图为石牌城管救助路人时

的情形。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