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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情报站

员村街举行迎中秋贺国庆文艺汇演

致敬最美逆行者 喜迎精彩新生活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舒曼 通讯员

王卉 ）

2020 年是意义非凡的一年，也

是充满挑战的一年。 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打乱了每个人的生活节奏，

如今，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我们又重

回安稳的生活。为感谢最美逆行者、喜

迎精彩新生活，9 月 28 日下午， 员村

街道办事处、 人大员村街道工委联合

街文化站、街总工会、员村地区妇联，

在天河都市广场举办“致敬逆行者 守

护好家园”———员村街 2020 年迎中秋

贺国庆群众文艺汇演， 活动吸引了

300 多名社区居民参加。

活动在热情洋溢的开场舞《我和

我的祖国》下拉开帷幕，参演的社区各

文艺队伍、各校园学生、街道工作人员

以及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 给居民带

来了歌曲、舞蹈、笛子演奏、朗诵等精

彩纷呈的节目。

其中，最打动在场观众的，是中山

六院护士长刘爱红分享的在武汉战

“疫”第一线的点滴经历。“刚去武汉的

时候，医院条件真的特别艰苦。由于人

员严重不足，我们同去的 96 名护士既

要做好救治工作， 还要承担繁重的体

力劳动。新冠病人最需要的氧气瓶，护

士姑娘们每天要搬运 100多瓶，这些瓶子

比一些姑娘都高都重。 ”听到刘爱红分

享，在座不少观众都被深深打动，红了

眼眶。“这都是我们的职责任务和使命

担当， 我们义不容辞。 熬过了最黑的

夜，才觉得现在阳光明媚的可贵。 ”刘

爱红的分享一结束， 现场观众便以最

热烈的掌声再次向最美逆行者致敬。

活动还表彰了 30 个员村地区“环

境友好家庭”，感谢他们在参与垃圾分

类工作中的贡献， 为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起到榜样作用。最后，活动在全体参

演人员雄壮的大合唱中演出圆满结

束， 人大街道工委主任李清华代表街

道祝愿员村居民未来生活更美好，员

村街迈上发展新高度！

员村居民载歌载舞喜迎中秋国庆节。 信息时报记者 卢舒曼 摄

员村街走访摸查残疾人家庭

为行动不便老人改造厕所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舒曼 通讯员 陈嘉

韵）

为残疾人进行居家无障碍改造是市委、市

政府重要的民生实事之一。 8 月下旬至 9 月上

旬，员村街道通过电话、微信、上门走访等方式

对辖内残疾人家庭进行摸查，了解残疾人居家

无障碍设施需求，为其进行免费的居家无障碍

改造。

9 月 10 日，员村街残联理事长何志宇与社

区工作人员上门走访。 在程界东社区张婆婆家

了解到， 张婆婆已经 75 岁，6 年前因不慎摔跤

导致右下肢骨折，后因为未能完全康复而落下

“骨质疏松、骨关节炎”等疾病，导致日常行动

不便。

然而， 张婆婆家的洗手间还是旧式的蹲

厕，每次使用时还要踏上两级台阶，生活不甚

便利。 在征求过张婆婆和其家属的意见后，员

村街残联联合设计单位，为张婆婆初步设计了

洗手间改造方案， 具体为由蹲厕改成坐厕，铺

设防滑砖，加装扶手等。

张婆婆知道后， 激动地说：“这个方案很

好，我很满意！ ”她相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关

心，残疾人群体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本次残疾人居家无障碍改造涉及面广，充

分切合残疾人的生活需求。 据摸查，员村街共

有改造需求的残疾人家庭 71 户，包括 24 户肢

体残疾家庭、16 户听力残疾家庭、2 户视力残

疾家庭、29 户智力和精神残疾家庭， 预算金额

近 18.9 万元。

员村街残联到程界东社区了解残疾人家

庭无障碍改造需求。 通讯员供图

老人囤垃圾成瘾，街坊家人好无奈

天河区员村街为解决老人“囤积癖”设立专项小组，关怀老人为其“戒心瘾

”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舒曼 通讯

员 王卉 杨希）

喜欢大量囤积杂物，

导致家中垃圾成山， 不少老人有这

样的“囤积癖”，苦了家人，烦了邻

居，应该怎么办？ 9 月 29 日，天河区

员村街绢麻社区收到了一面红灿灿

的锦旗， 是居民为感谢员村街解决

一名失智老人囤积杂物的难题，避

免了邻里间发生更大的矛盾。

老人收集垃圾成瘾

引来蟑螂街坊怨

9 月中旬，员村街绢麻社区居委

会接到辖内居民求助称， 在都市兰

亭小区有位老人宋阿姨， 总将街边

捡的垃圾带回家中， 该情况已持续

多年。 由于老人屋内常年堆积着大

量垃圾和杂物， 已经散发出阵阵异

味，甚至引来大量蟑螂。

“推开门都插不进脚，垃圾几乎

顶到了天花板， 时不时还有蟑螂爬

出来，感觉像是到了废品回收站。 ”

绢麻社区党委书记范红梅说起第一

次到老人家的情形， 仍心有余悸，

“看到老人长期生活在这么恶劣的

环境，真的很担心她的健康状况，也

很苦恼对公众造成的影响。 ”

街道上门劝导

了解老人状况清垃圾

范红梅向老人两个女儿了解后

得知，宋阿姨今年 80 多岁，平常一

个人住。 老伴过世后，早出晚归拾荒

囤积杂物成了她的日常。 宋阿姨并

不缺钱，生活也能自理，拾荒不是为

了卖废品攒钱，更像是病态的“囤积

癖”。 对此，老人的女儿也十分无奈，

她们想过各种办法， 但老人既不愿

与女儿同住，也不肯放弃捡拾垃圾，

为此家属也是无可奈何， 希望居委

能帮忙一起劝说自己的老母亲。

范红梅和启智社工多次与老人

沟通，一开始老人坚持不肯清理，为

了让老人放松戒备心理， 大家开始

和她闲话家常。 得知老人是社区的

退休老党员， 曾经还是绢麻厂的老

职工。 范红梅一听，随即劝导宋阿姨

作为党员，要作为榜样，要带头做好

创文工作， 保持自己的家居整洁也

是为社会做贡献。

老人听后终于有所动容， 答应

让人进屋一起清理垃圾。9 月 23 日，

绢麻社区联合启智社工服务站、街

环卫站、物业公司等工作人员，在老

人和其家属都在场的情况下， 将走

廊和老人客厅的杂物垃圾一袋袋分

类整理运走。 七八个人花了整整一

天的时间，环卫车运了十几趟，清理

出近千斤垃圾， 才把老人家的客厅

整理出“眉目”。

接下来， 绢麻社区还会分批清

理该老人家中剩余两个房间杂物，

并安排启智社工持续跟进宋阿姨的

情况，对其进行深入心理辅导，争取

从根本上解决老人的“垃圾囤积

癖”。

员村街设专项小组

为辖内老人“戒心瘾”

在广州，像宋阿姨这样有“垃圾

囤积癖”的老人并不是个案。 他们或

是因为生活拮据要收集废品卖钱，

或是出于节俭的习惯， 或是因为家

庭变故靠囤积垃圾填补心灵空缺。

这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问题， 需要引

起大家对这类老人更多的关注。

为此， 员村街各社区与启智社工服

务站成立了专项小组， 对该类老人

建立个人档案， 进行多对一的长期

跟进和心理辅导。“这类老人普遍内

心孤独，缺乏关爱，必须多关注他们

的心理健康。 通过和老人多沟通，建

立良好的信任， 引导老人丰富自己

的生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垃圾囤

积癖老人’这一社会问题。 ”启智社

工服务站的杨社工说。

接下来， 员村街将联合启智社工服

务站定期到这类老人家中看护，努

力引导老人加入到社区老年活动中

来，减少她们的孤独感。

▲

员村街绢麻社区联合

街环卫站帮助清理老人家中

囤积的近千斤垃圾。

荩

绢麻社区老人宋阿姨

屋内常年堆积着大量垃圾和

杂物。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