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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无小事

员村街慰问毕节来穗务工人员

搭建沟通平台 让来穗人员“能发展”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实习

生 陈炜 通讯员 王卉）

为关爱毕节来

穗务工人员，9 月 28 日， 天河区员村

街党工委、办事处，天河区人社局第二

党支部， 以及员村街山海心连之家服

务站，联合开展“情暖毕节”中秋慰问

活动，给大方、纳雍县的 20 多名转移

就业务工人员送去节日慰问， 让他们

人在异乡依然感受到胜似家乡的温

暖。

活动中， 相关领导向毕节市在穗

务工人员送去节日慰问， 感谢他们远

离家乡为广州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

量，并鼓励大家继续安心工作，早日致

富。员村街武装部部长陈兴亮表示，街

道将会继续积极地支持转移就业工

作，时刻关心务工人员的情况，对于工

作不适应的及时调整， 对于生活中有

困难的予以帮扶。

此次齐聚一堂的 20 多名毕节老

乡们， 纷纷感谢广州天河为他们提供

合适的工作，不仅能养家糊口，还走出

大山增长见识。来自纳雍县的吴道香，

目前是员村街环卫站的一名城市美容

师。从过去一个月只能挣几百块钱，到

现在收入达到小康水平， 还有五险一

金和住宿保障， 她说这一切都要感谢

党和政府的扶贫政策以及员村街无微

不至的关爱。同时，她希望组织能帮忙

协调， 给予她在其他街道工作的丈夫

在员村街工作的机会， 以便两夫妻相

互照应。

了解吴道香的心声后， 员村街表

示， 将通过山海心连之家服务站收集

大家提出的就业、子女入学、生活适应

等方面的问题， 尽全力解决大家的需

求。

据了解， 员村街山海心连之家服

务站的建立， 旨在为毕节籍来穗务工

人员提供精细化的跟踪管理， 提供包

括技能培训、岗位推荐、劳动维权、医

疗保障、生活资讯、关爱慰问等暖心服

务。此外，还将通过多层次的关爱活动

搭建沟通交流平台， 拉近老乡们的距

离， 在交流中筑起一个强有力的老乡

融合网，让毕节务工人员愿意来、稳得

住、能发展。

关爱辖内残疾人

员村街双节上门送温暖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实习生

陈炜 通讯员 陈嘉韵）

9 月下旬， 员村街

残联联合辖内各社区残联干部以座谈

会、上门探访、社区发送等形式，为辖内

296 名残疾人送去大米、食用油、面条、

香菇等慰问品。在送温暖的同时，员村街

残联、 社区专干主动详细地了解残疾人

的近况及需求， 更精准地为残疾人做好

各项服务工作。

9 月 21 日下午，员村街残联在员村

工疗站开展“庆国庆、贺中秋”残疾人座

谈会。 员村街残联、新村社区专干及 15

名残疾人及家属共聚一堂。 辖内肢体二

级残疾人曾大叔因车祸受伤导致残疾加

重。在交流会上，工作人员关心地询问曾

大叔退休后的工资收入、 日常的健康状

况、生病时候有否看病难、辅助器具需求

等问题，及时为他提供咨询和帮助。“十

分感谢政府的关心和照顾！ 我的近况很

好。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们！” 曾大叔感

激地说到。

员村街残联上门探访残疾人， 并送

上面条、大米等慰问品。

爱心企业赠月饼

向员村环卫工人表谢意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实习生

陈炜 通讯员 王卉）

感恩员村街城市美

容师们的辛勤劳动，9 月 30 日， 员村街

启智社工站链接爱心企业耳艺采耳文化

体验馆，捐赠中秋月饼数量 336 盒，折合

价值 56448 元， 向街道环卫站全体工作

人员表达谢意。

据了解， 员村街环卫站的工作人员

当中， 有部分贵州来穗务工人员家境比

较贫困，很多节日都是在工作中度过，更

舍不得去买盒应节的月饼。 这份小小的

慰问， 不仅是表达对他们辛勤工作的谢

意， 也让他们在异乡感受到团体的关怀

和温暖。“非常感谢大家时刻惦记着我

们，又有街道发的福利，又有各爱心机构

的慰问品。我们不仅自己够吃，还能寄给

老家的亲人。”来自纳雍县的吴阿姨拿着

月饼开心地说。

员村街启智社工站向街道环卫站全

体工作人员赠送月饼。

二横路社区：

中秋游园好欢乐 医护义诊暖民心

信息时报讯（记者 崔小远 实习

生 陈炜 通讯员 徐雪华）

为进一步

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 形成共驻共

建、 共治共享的良好社会氛围，9月

28日， 二横路社区联合员村街社工

站、耳艺桃琳

（广州 ）

非物质文化遗

产投资有限公司、中山六院，在二横

路社区辖内西街3号大院开展贺中

秋迎国庆游园活动。

现场设有博学多才估灯谜、好

默契你划我猜、 欢喜游园抽奖台等

丰富多彩的趣味游戏。 居民积极参

加热情高涨， 在游乐时感受中秋佳

节的气氛和邻里互动的温馨。 除游

园摊位外， 现场还设置了中山六院

义诊摊位， 并邀请六院康复科医生

及护士前来为社区居民提供义诊服

务。

为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爱

老、助老的传统美德，9月底，深圳市

福顺公益基金会、 曾健华关爱老人

工作站、花城广场志愿驿站“妈妈私

房菜”爱心志愿服务队，也分别来到

二横路社区开展中秋国庆慰问活

动， 为社区老人送上节日祝福和慰

问， 志愿者们还为老人带上节日礼

品，送去节日祝福。

六 院 康

复 科 医 生 及

护 士 前 来 为

社 区 居 民 提

供义诊服务。

侨颖社区：

趣味游园加深邻里情 关爱老人送温暖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实

习生 陈炜 通讯员 黄宇兴 ）

9 月 26

日上午，由员村街侨颖社区、旭日雅

苑物业管理公司联合举办的“迎中

秋、贺国庆”社区游园活动在旭日雅

苑小区内举行。

猜灯谜、 盲人打锣、 圈套实物

……现场热闹非凡的活动， 吸引了

很多居民踊跃参与。 趣味性强的小

游戏不仅促进了小区的邻里感情，

也加深社区和居民之间的联系，营

造和谐的社区氛围。

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

化， 大力弘扬志愿精神，9 月 26 日，

侨颖社区热心居民、 志愿者们来到

员村西街 4 号大院看望孤寡、 独居

高龄老人， 开展中秋送温暖志愿服

务活动。

志愿者们亲切的话语、 温暖的

关怀，让孤寡、独居老人们感到无比

开心。 侨颖社区表示，希望通过此次

活动，能够让孤寡、独居老人度过一

个温暖的节日， 让他们感受到社区

大家庭的温暖。

（本版图片由通讯员提供）

员村街党工委联合开展“情暖毕节”中秋慰问活动。

侨颖社区开展中秋节游园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