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牌街不少店铺都贴有 “防疫

三宝”告示。 信息时报记者 唐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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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无小事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唐硕 通讯员 胡俊超）

4 月

30 日，天河团区委在天河公园开展“青春逆行、同

心抗疫”献血活动，号召全体团员青年一起加入到

热血战“疫”行动中来。 石牌街城管执法队共有 7

名青年团员参与活动， 用实际行动为抗击疫情奉

献爱心。

本次活动，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医护人

员认真检查献血人的身体状况， 进行充分评估后

实施。 参与献血的石牌街城管执法队工作人员说，

“当前全国上下众志成城抗击疫情， 作为一名团

员、 一名青年志愿者， 我愿意用自己可再生的血

液，去挽救不可再生的生命。 疫情期间，医护人员

冲锋在一线与病魔战斗， 我一直渴望尽一份绵薄

之力支援抗疫行动，现在有这个机会，我真的很高

兴！ ”

在这个特殊时期，血液是和口罩、药品等同等

重要的生命保障，广大共青团员主动挽起衣袖，捐

献热血，为抗击疫情贡献力量。

石牌街城管执法队青年团员积极参与无偿献血。 通讯员供图

贴心！ 石牌街道对困境长

者开展关怀慰问

关爱老年人健康

免费体检送上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唐硕）

“伍奶奶，您

好！ 我是石牌街道的工作人员，石牌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范医生上门来为您体检

了！”4 月 29 日上午 8 时，石牌居家养老服

务部、石牌街社工站、石牌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一行 8 人， 携带便携式 B 超机、心

电图机及常规体检仪器若干，上门对行动

不便的困境长者开展免费体检和关怀慰

问。

伍奶奶今年 88 岁，独居，有冠心病、

高血压、 严重风湿关节炎等慢性病历史，

由于行动不便，平时很少出门走动，偶有

出门，也需要借助代步器。 以往，伍奶奶都

是就近参加石牌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

社区居委会附近组织的定点体检，今年因

为疫情原因， 社区的定点体检暂未开展，

石牌街道便组织石牌街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医生亲自上门为她做体检。

据悉， 户籍在天河区石牌街道的 60

岁以上长者有 18000 余人， 其中 65 岁以

上的有 15000 人左右。 由于部分长者参与

单位体检，部分长者户口挂靠在石牌街并

未在此常驻，石牌街道每年有体检需求的

长者大概有 8000 余人。

石牌街分管民政的二级调研员林强

表示，“石牌街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服务的

特殊困境长者中，有部分老人生活无法自

理，也无法出门，需要上门提供健康服务。 ”

石牌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张

燕燕说： “疫情期间， 为了保证老人们

的健康， 在上门服务前， 我们参与体检

的医生和居家养老服务员、 社工都做了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确定结果阴性后才

进行上门服务。”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为长者量血压。

信息时报记者 唐硕 摄

石牌街织牢社区疫情防控网，防疫复工两不误

商铺企业等“防疫三宝”要备好

信息时报讯（记者 唐硕）

“进入

人员要注意佩戴口罩、 配合测量体

温、配合出示穗康码，如发现体温超

过 37.3℃，穗康码为黄码、红码或其

它异常情况的要立即告知所属社区

居委会。 ”4 月 27 日上午，芳草园社

区居委会主任杨智萍把附有“穗康

码”和“国家政务服务中心”二维码

的告示贴在一家服装店门口， 通知

下面是“防疫三宝”：戴口罩、扫二维

码、测体温的中英文告示。

杨智萍说，“4 月 15 日开始，我

们社区居委会走访了辖内 26 家商

铺、13 家企业、4 家银行、1 家社区医

院， 向他们传达疫情防控和复工复

产最新要求， 对已经复工复产的单

位进行指导、监管，提前预防和应对

输入性疫情， 严格公共场所进出制

度，确保人员安全。 ”

据悉， 随着辖内企事业单位、

商超、 酒店等陆续复工复产， 社区

防疫工作进入关键期。 根据天河区

防控办通知要求， 4 月中旬起， 石

牌街道领导和网格干部下沉到各社

区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带头逐家逐

户实地巡查辖内酒店、 商场、 超

市、 市场、 商铺、 公交、 地铁、 公

园、 体育场馆、 城中村、 居住小区

等场所， 严密织起社区疫情防控

网， 地毯式摸排疫情隐患， 防止防

疫管理懈怠的情况发生， 严把复工

复产防疫关。

截至 4 月 23 日 24 时， 石牌街

道每日派出队伍 27 支，累计 216 支

队伍，共派出人数 1285 人次，总排

查重点场所 1718 家次。 此外，4 月

23 至 24 日，石牌村内各社区网格领

导、 网格干部牵头组织各居委、联

队、来穗中心、安监中队、环保中队

等单位，分为 19 个工作组，对村内

重点场所及从业人员进行了排查，

共摸排场所 1273 家次，全部要求压

实各场所主体责任， 要求增配额温

枪 592 把。

线上“吃播”、线下健身打卡……

石牌街长者服务中心“云开放”啦！

信息时报讯（记者 唐硕 通讯员

温军华 李燕红 ）

疫情期间，老人们

长期居家，不能外出参加各种活动。

记者获悉，为丰富长者居民的生活，

石牌街长者服务中心

（下称“中心”）

的社工们开动脑筋， 让长者们既能

保持健康饮食和适当运动， 又能有

开心的互动，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线上“吃”起来

“今天，我们要煲的是‘青红萝

卜猪展汤’， 首先要准备好青萝卜、

红萝卜、 猪肉……”4 月 16 日上午，

中心联合区居家养老服务示范中心

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线上直播活

动， 由地道老广———曾老师给大家

讲解“青红萝卜猪展汤”的做法。 同

时， 曾老师还认真细致地为长者们

讲解了食材的采购、分量、搭配等小

技巧， 参加直播的长者们直呼新鲜

有趣。

期间， 不少长者陆续申请加入

观看。“春夏交际就是要多喝点汤

水，家里刚好有这些食材，今晚就煲

来喝。 ”看完直播的云姨说。

线上“学”起来

4 月 23 日上午， 中心联合天河

区居家养老服务示范中心开展“高

血压健康饮食讲座”线上活动。“各

位长者朋友， 我们先来做一下健康

操吧。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一

个热身环节揭开了线上讲座的序

幕。

“高血压病因比较复杂，很多因

素综合作用结果可以导致高血压，

分为遗传性和环境因素这几个方面

……” 主讲人钟老师通过生动的语

言、丰富的课件，及时解答长者的疑

问，并向大家传授高血压的病因、危

害及如何合理膳食， 保持健康的生

活规律和心理状态等。 线上健康饮

食讲座丰富了长者健康饮食方面的

知识， 让大家意识到只有倡导和选

择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才能促进

个人身体的健康， 深受长者们的一

致好评。

线上“动”起来

“杨伯动得有节奏， 有乐感！ ”

“杨伯 94 岁能够跳得这么好很了不

起！”“太受鼓励了！”……4 月 26 日，

中心开展了第一期“爱分享， 齐运

动”健康操线上打卡活动。 中心通过

在群里发送由社工自行拍摄的健康

操教学视频，引导长者“动”起来并

坚持打卡。 当天活动共有 16 名长者

报名参加。

“以往都会去跳一下广场舞，锻

炼一下，疫情期间，哪都不敢去，天

天呆在家，骨头都硬了。 中心开设的

这个活动， 不仅能督促我们天天运

动，锻炼身体，还能互相交流心得，

实在太好了， 希望这个活动能多开

几期。 ”街坊芬姨说。

中心开播 “美味吃出健康春季

煲汤活动”。 通讯员供图

青春逆行，同心抗疫

石牌街城管执法队青年团员踊跃献血，为战“疫”奉献爱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