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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无小事

乒乓球赛、接力赛跑、羽毛球赛、拔河比赛……

员村街群众体育文化节热闹开启

信息时报讯（记者 崔小远）

为大力

发展和繁荣街道文化体育活动，丰富社

区居民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 日前，

2019 年员村街第二届群众体育文化活

动节开幕式在广东省环境保护职业技

术学校

（以下简称 “环保学校 ”）

田径场

举行。

此次活动以“筑梦新时代·共享新

生活”为主题，由员村街党工委、员村街

道办事处主办，员村街文化站、广东省

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校联合承办。 天河

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谭小瑜、员

村街党工委书记杨建新、广东省环境保

护职业技术学校党总支副书记、学校负

责人陈秀珠等领导和嘉宾出席活动开

幕式。 开幕式上，员村街党工委书记杨

建新表示，文化体育事业是全面提高居

民群众的思想、文化、身体素质的有效

途径， 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希望广大居民积极参与到“共治·共建·

共享”的社区建设中。

开幕式后， 第一项比赛———田径

5×50 米折返跑男女混合接力赛正式开

始。 项目共有 10 支队伍报名参赛，经过

激烈的初赛和决赛，最后由二横路社区

青春活力队以 35 秒 75 荣获冠军、新街

社区队和绢麻社区超能陆战队分别荣

获亚军和季军。 据悉，群众体育文化活

动节期间，员村街文化站持续开展如乒

乓球、羽毛球和拔河比赛等，受到了广

大居民群众的欢迎。

在众多比赛中，乒乓球男女混合团

体比赛最受居民群众关注。 据悉，该比

赛共有 12 支队伍参加， 参赛者既有员

村辖区内的居民群众，也有在员村街工

作的企事业单位员工。 现场的比赛气氛

紧张激烈， 经过几个小时的奋力角逐，

山顶乒乓球队最后获得本次比赛的冠

军、新街社区逸健队和昌乐园社区吉利

队分别荣获亚军和季军。

温馨！

感恩母亲 小朋友为妈妈送鲜花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讯员

罗泽恩）

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让

孩子们从小懂得敬母爱母，5 月 9 日，员

村街社工站联合瑞兴幼儿园开展以融

爱家庭感恩行动为主题的母亲节快乐

活动。

当天上午的瑞兴幼儿园热闹极了。

老师、 社工们一大早便来到幼儿园，为

即将开展的精彩活动做准备。 活动正式

开始后，爱的冒险、爱的传递、爱的福利

等爱心摊位热情“迎客”，现场气氛好不

热闹。 最温馨的环节当属鲜花赠母亲环

节。 现场，一个个稚嫩的小朋友在工作

人员的引导下， 开心为妈妈送上鲜花，

传递对母亲最真挚的节日祝福。 收到鲜

花后，幸福溢满妈妈们的脸庞。 员村街

社工站工作人员表示，此次活动不仅增

加社区居民的家庭互动沟通，进一步提

升促进辖区内的家庭和谐，同时也培育

孩子们从小养成孝敬父母的意识，学会

感恩父母的爱。

有趣！

粤学粤精彩 新广州人齐齐学粤语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讯员

罗泽恩 ）

来广州生活，想学地道粤语？

5 月 7 日，“粤”学“粤”精彩———粤语小

组在员村社工站党建室开班。 据悉，此

次学习小组由员村街社工站主办，主要

面向辖区内新广州人

（

55

周岁以上长

者）

，本次学习共有 6 名长者参加。

随着社会的发展，员村街道内有不

少来自外地的长者跟随其子女家人来

到广州生活。 因语言差异，他们在广州

居住生活过程中曾遇到许多不便。 为

此，员村社工站长者项目开展此次粤语

学习小组活动， 以提升长者的沟通能

力，协助他们顺利融入社区。

课堂上，工作人员设置了组员互相

认识、了解粤语小知识、学习用粤语进

行自我介绍三个环节。 在欢乐的学习氛

围中，组员们学习热情高涨。 在社工鼓

励下，组员们大大增强了对学习粤语的

兴趣及信心。 课程结束后，组员们纷纷

表示希望今后能继续参加此类活动。

温暖！

独居老人突感不适 居委帮忙送回家

信息时报讯（记者 崔小远 通讯

员 姜晓梅）

收到辖内独居老人求助

后， 员村街昌乐园社区居委会不仅

热心陪护老人， 更贴心地将老人安

全送回家。近日，发生在昌乐园社区

这段暖心的故事， 在居民群众间广

为传播。

据悉， 事情发生于 5 月 9 日上

午 12 时左右。 当天，家住昌乐园的

梁婆婆来到社区居委会求助， 称自

己去市场买菜时， 因年老体弱突感

身体不适， 希望社区工作人员可以

帮忙联系其家人来接她回家。 考虑

到梁婆婆是将近八旬的独居老人，

其子女因工作原因不能及时赶到，

社区工作人员便利用午休时间，主

动陪梁婆婆去市场买好菜， 并将她

安全护送回家， 直到确认老人家身

体无碍后才离开。 居委工作人员的

热心付出，得到了梁婆婆的称赞。

据统计， 仅昌乐园社区目前就

有独居老人近 60 余人。 这些长期独

居的老人生活中有诸多不便。 社区

主任黄丹表示， 社区将继续以实际

行动加强关注独居老人， 定期组织

工作人员上门探访他们， 为老人们

排忧解难，让老人老有所依，能时刻

感受到社区的温暖。

及时！

小区路段地陷 街领导力促工程落实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百

合苑 A 区将迎来改造！日前，针对该

小区存在的部分路面地陷、 围栏破

损的情况， 员村街道办事处主任曾

桂花到场实地查看， 并力促推动小

区改造惠民工程得以落实。 经多方

努力， 该小区惠民工程改造方案目

前已初定。

记者了解到， 位于天河区员村

百合路的百合苑 A 区，建成于 1996

年，至今已有 23 年历史，属于员村

街老旧小区。 目前，小区内部分路段

出现地陷现象， 路旁绿化带的水泥

围栏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破损。 得

知情况后， 程界东社区十分重视并

上报街道。

员村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曾桂花

了解情况后， 马上到百合苑 A 区进

行查看。 在认真听取社区主任和管

理处主任的意见、建议后，初步敲定

惠民工程改造方案。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

讯员 文小玲）

每年五月第三个星

期日，为我国助残日。为倡导友爱、

互助、融合、共享的理念，在第二十

九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员村

街各社区居委会围绕“自强脱贫，

助残共享”为主题，持续开展“全国

助残日”系列活动。

5 月 10 日上午，员村街四横路

社区为社区残疾人送上米、油、面，

并送上节日祝福。社区居委会激励

残疾人及其家属积极生活，做一个

身残智坚的人。 记者了解到，该社

区不定期会安排志愿者上门帮扶

有需求的困难残疾群体，对他们的

需求亦尽量满足。 同日下午，员村

街员村新村社区也举办了助残日

慰问活动，为社区残疾人送慰问品

的同时，还详细了解了他们目前的

身体状况及生活情况，并鼓励他们

保持乐观心态、积极面对生活。

有爱！

传递温暖和爱 员村街迎接“助残日”

员村街第二届群众体育文化活动节开幕式，在“环保学校”田径场举行。

收到鲜花的妈妈们都开心不已。

昌乐园社区定期探访独居老人。

在社工的鼓励下， 组员们对学习

粤语的信心大增，学习热情高涨。

员村街安排志愿者定期上门帮扶残疾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