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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情报站

车陂街长者饭堂恢复供餐

老人自觉排队领餐 享用配餐乐开怀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舒曼）

8 月 17

日， 老人们期盼多时、 暂停服务长达 7

个月的车陂街“长者饭堂”正式恢复供

餐。 家住广氮社区的梁婆婆说：“等到颈

都长啦！终于有饭吃了！”80 多岁的陈婆

婆说：“眼看着其他老城区的街坊早已

恢复长者大配餐服务，很羡慕。 之前人

大代表来调研，我们提议家门口的长者

饭堂早点恢复供餐，现在终于实现了。 ”

据悉， 从 8 月 17 日开始， 车陂街

“长者大配餐” 服务两个助餐配餐点均

恢复供餐服务，共有 50 位老人订餐。 本

次恢复供餐服务， 除了不提供堂食，需

要佩戴口罩和测温进场外，价格优惠政

策、配餐点、供餐企业、餐品标准等服务

标准均不变。

车陂街社工服务站主任翟振良介

绍，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车陂街

长者饭堂服务从春节暂停至今。 随着疫

情趋于缓和，老人需求强烈，广州市发

布通知各街道可按照自身防疫情况安

排长者配餐恢复时间。 在前期调查中，

此前每周订餐超过 3 次的长者超过 9

成表示会参与订餐。 因此，车陂街在做

足防疫准备和民意调查后，才正式落实

开餐时间。

恢复配餐服务后，车陂街各配餐点

将会严格遵守疫情防控规定，要求送餐

员、配餐员均佩戴口罩上岗；要求前来

取餐的老人需佩戴口罩和通过体温测

量后进场，进场后要按照地上标线排队

等候。 恢复配餐首日，有老人忘记佩戴

口罩，均被工作人员拒绝进入，由社工

配好餐后送出门外。

梁婆婆是“长者大配餐”服务的忠

实粉丝。 她希望，恢复配餐服务后，老人

康体娱乐措施也能逐步开放，好让居民

恢复以往的休闲生活。

惯偷流窜车陂作案

被“他们”揪了出来

秀龙形拳、当拍卖师、做传统手工艺……

车陂“小候鸟”夏令营让孩子们陶冶性情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舒曼 见习

记者 黄冠柽）

暑假即将结束，一群“小

候鸟”“飞”来车陂，度过了一个愉快

的暑假。 8 月 3 日~22 日，车陂街“乐

童行”公益文艺夏令营在车陂街党群

服务中心举行。 来自车陂街社区 63

位来穗儿童在夏令营学习了音乐、手

工、龙形拳、书法、小拍卖师等 12 类

独具特色的课程。

特色课程丰富“小候鸟”乐参与

“参加这个夏令营我非常开心，

我最喜欢上小小拍卖师的课程，因为

之前没有接触过，那个小锤子特别有

趣。 ”22 日，夏令营举办了结营仪式，

来自四川的小学员回忆说。 结营仪式

现场，尤克里里的演奏声、龙形拳的

口令声、家长们的掌声呐喊声此起彼

伏，车陂街“乐童行”公益文艺夏令营

的小学员们， 向大家展示了他们在 3

周里的学习成果。

据悉，“乐童行”公益文艺夏令营

已经举办了 3 年，每年活动人数和课

程内容都有所增加和升级。 通过面

试，今年有祖籍湖南、福建、安徽、四

川、江西、河北等 10 个省，以及汕头、

汕尾、东莞、茂名等 14 个县市，来自

广州市内 18 个学校，共 63 名学员参

加活动，是历年来规模最大、影响范围

最广的一次。

据悉，车陂“乐童行”公益文艺夏

令营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

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

结合车陂特色，为小学员们开设了多

种特色课程。 其中，尤克里里、创艺手

工等课程，注重培养孩子们的艺术兴

趣；小宣讲员、小拍卖师课程，培养孩

子们表达能力、参与社区治理意识以

及培育慈善理念；安全教育课堂和健

康课堂， 主要关注儿童的健康与安

全。

“这些课程不是培训， 而是想让

小朋友陶冶性情， 打开他们对艺术

探索的视野， 去重新树立他们的人

生观。” 说起夏令营课程设置的初

衷， 车陂平安促进会

（社区社会组

织 联合 会 ）

督导麦洁萍表示。 此

外， 主办方还小组织学员们走进非

遗课堂， 感受祠堂文化、 参与“发

现广州” 亲子游、 参观龙舟文化展

览馆、 聆听车陂故事， 领略车陂人

文风采。

凝聚社会力量助力公益夏令营

连续三年，车陂“乐童行”公益文

艺夏令营均突出“公益+教育”属性。

车陂街平安促进会

（车陂街社区社会

组织联合会 ）

会长苏志均表示，今年

夏令营共有 12 个组织机构参与，社

会工作者、社会组织等多元联动。

据悉，本期夏令营参与志愿服务

志愿者共计 48 名， 总计服务时长

774.5 小时。 参与夏令营学员共有

63 名，参与学员 291 人次。 活动以

党组织为核心，多组织介入与百姓

需求的无缝对接的基层工作业态，

进一步凝聚党心、政心与民心，构建

车陂街为人民服务的事业共同体。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舒曼）

“啊！

我手机不见了！” 8 月 6 日晚， 车陂街龙

口社区志愿者吴女士在参加垃圾分类宣

传工作时， 发现自己不慎丢失手机。 而

监控显示， 手机是被人‘顺’ 走的。 两

天后， 吴女士的手机意外地失而复得。

而这一切， 还得感谢“他” 和“它” 的

共同努力。

手机被顺， “它” 拍下作案全过程

8 月 6 日晚近 9 点， 志愿者吴女士

如往常一样在东溪侯王庙垃圾分类桶点

守桶， 指导居民进行垃圾分类。 工作期

间， 吴女士顺手把手袋放在一旁路口的

凳子上， 并将手机放在包里面。

快下班时， 吴女士发现自己的手机

被盗， 便打电话联系龙口社区非户籍委

员张新荣。 张新荣记得， 该桶点附近新

装了一个监控摄像头， 便马上到车陂派

出所报案， 联合社区民警和车陂治保大

队调取监控画面。 果不其然， 摄像头把

小偷作案过程全部拍了下来。

监控画面中所见， 一名身穿格子上

衣、 白色裤子的男子在巷子里流连 ，

路过看到吴女士放在路口的手袋 ，

便再次返回 。 他到手袋旁左右观望

了一会儿 ， 看到无人注意自己 ， 便

快速从里面掏出物件 ， 插在自己的

后裤袋后随即离开。

张新荣当时心想， 虽然事情已经过

去很久， 恐怕难以找到作案者， 但他还

是把监控视频下载到了手机里， 有空便

拿出来反复观看， 把盗贼的样貌深深印

在脑海。 “虽然茫茫人海很难遇上， 但

万一真的被我碰到呢？”

失而复得 全靠他及时指认作案者

张新荣是一名党员， 也是龙口社区

非户籍委员、 城管专干， 平时主要工作

是在辖区内巡逻。 功夫不负有心人， 那

个偷手机的小偷， 真的就在张新荣巡逻

时被遇到了。

8 月 8 日下午， 张新荣在龙口社区

大塘中街东三巷巡逻时， 看到一名男子

在左顾右盼， 鬼鬼祟祟。 “正常人不会

这样走路。” 张新荣起了疑心后， 又仔

细观察了一番， 发现该人有点脸熟。

“是他！” 张新荣回忆时对记者说： “他

还穿着上次作案时的格子上衣和白色裤

子， 样貌也很相像。” 发现作案人员后，

张新荣没有打草惊蛇， 而是暗中通知车

陂派出所民警和治保大队队员前来， 并

尾随该男子到了一所餐厅。

等到男子就餐结束出来， 潜伏在外

的众人马上上前将其控制 。 民警审查

发现， 嫌疑人的手提袋里装有多部

手机和多张银行卡 。 经过辨认 ， 其

中一部手机正是属于吴女士的。 目

前， 该男子已移交公安机关 ， 等待

他的即是法律的制裁 。 “非常感谢

你们！” 吴女士领回手机后， 再三向张

新荣和民警道谢。

襌

“长者饭堂”正式恢复供餐，老人们领到配餐都非常高兴。

茛

老人们在场内排队保持距离。 信息时报记者 卢舒曼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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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们在夏令营

学习制作衍纸画。

荨

车陂街公益夏令

营的尤克里里课堂。

信息时报记者 卢舒曼

见习记者 黄冠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