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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情报站

寒潮来袭，猎德街道开展“红棉守护，温暖携行”活动

天气很冷！ 猎德很暖！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舒曼 通讯员 杨仕

兴 黄亮丽 ）

2020 年 12 月 29 日开始， 一场

“Boss 级”寒潮来袭。据广州天气报告，2021 年

元旦，广州市区最低温达 3℃，北部山区录得

最低气温跌破 0℃。急剧降温让年轻小伙都瑟

瑟发抖，老年群体更有心脑血管健康隐患。 为

应对寒潮天气，猎德街道提前开展了“红棉守

护，温暖携行”活动，做好辖内特殊困难群众

的防寒工作。

“红棉守护”不漏一人

“寒潮来了，元旦前后降温到 2℃，要注意

防寒啊，有困难及时联系我们。 ”12 月 28 日，

猎德街道相关负责人上门叮嘱困难群众，当

天已为 19 位特殊困难长者送上棉被、米油等

物资， 并对特殊困难长者的居家安全隐患进

行排查。

在收到寒冷天气预警信息后， 猎德街道

立刻响应， 一方面加强街道庇护站的防寒物

资储备工作，另一方面通过“红棉守护热线”

积极联系街区内的独居、孤寡和残疾长者，了

解他们的困难并一一做好登记。

对于防寒物资准备比较齐全的长者，工

作人员会提示他们关于防寒相关的注意事

项，做好出行、饮食、就医等方面的准备。 对于

无法联系到的长者，居委、物业等工作人员会

上门摸查，确保做到“不漏一人”。 同时，猎德

街道社工站“红棉守护热线”保持 24 小时开

通，做到“有呼必应”。

“初老”服务“老老”的模式形成

据广州市老龄委统计数据，截至 2019 年

底， 广州市 60 岁及以上人口 175.51 万人，占

户籍人口的 18.40%，80 岁以上高龄长者数量

也在不断增加，社会和家庭养老压力较大。 为

应对这份压力， 猎德街道从 2014 年开始，逐

步探索出“初老”服务“老老”的社区互助志愿

服务模式，如成立爱心种子队，联动社区邻里

多方关注困境长者，营造社区互助友爱氛围。

为了更好服务长者，去年底，猎德人家正

式开通运营， 依托高科技的医疗服务设备和

一站式政务服务自助平台， 打造了“家政服

务+医疗护理+居家养老+志愿互助+特色服

务”的群众综合性服务载体，补充了辖区养老

格局短板和梗阻，初步形成“居家为基础、社

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

服务体系。

相关链接

暖心故事传递猎德正能量

今年元旦前后气温急降。猎德街

道未雨绸缪， 辖内一个个暖心故事，

传递着温暖人心的力量。

流浪汉自行寻求帮助

2020 年 12 月 29 日， 寒潮抵粤，

两名男子走进猎德街道社工站。 原

来，他们又冷又饿，听闻广州社工红

棉热线服务和庇护站开放的消息，主

动来到猎德街道社工站寻求帮助。

据了解，两名男子各自和家人关

系破裂，从外省来粤务工，受疫情影

响，双双失业。他们在广州没有亲朋，

也不愿向家里求助， 在积蓄用完、租

房合约到期后开始流浪，晚上在麦当

劳、肯德基休息，白天在广州大剧院

等地徘徊。

社工向两名男子提供了热水、面

包等食品， 开放庇护站淋浴设施，提

供毛巾供他们沐浴、洗漱，同时，猎德

街道社工站将二人情况上报到街道

民政科，讨论后续帮扶方向。

最后，社工指引男子先到广州市

救助站寻求临时庇护服务，并提供车

费支持及防寒物资。 同时，社工鼓励

他们在受助期间， 总结过往经历，勇

敢跨越困境， 相信能够开展新的生

活。 男子接过社工站的救助物资，踏

上了前往救助站的车辆。

帮助独居长者解决电器隐患

2020 年 12 月 28 日，猎德街道社

工站黄社工和志愿者到 87 岁独居长

者何婆婆家中探访时发现，有一台电

暖机长期闲置。

经过交谈，社工发现何婆婆安全

意识很好，知道不能贸然使用长期没

有启用的电器，但她打算“熬一熬”度

过寒潮。

寒潮来势汹汹， 社工向何婆婆

表示不能掉以轻心。 他们告诉何婆

婆， 过两天猎德街道社工站会链接

志愿者资源———广州粤晖家电义修

队来到猎德街道辖区开展义修活动，

帮助困难群体维修电器。 在征得何

婆婆同意下， 猎德社工把电暖机

拿到义修队。 志愿者对机器进行安

全性能检测， 并进行了外部零件维

修。

2020 年 12 月 29 日下午，寒潮已

至，电暖机刚好修好。 猎德社工马上

把御寒设备送回何婆婆家中，并叮嘱

婆婆注意用电安全，才放心离去。 何

婆婆喜笑颜开，感谢社工送来的“温

暖”。

爱心种子队上门赠棉被

在猎德街道，活跃着一支爱心种

子队，是由刚退休不久的“初老”志愿

者组成，平均年龄 63 岁。 2014 年成

立以来，爱心种子队发挥潜能、实现

自我价值的同时，联动社区邻里关注

困难长者， 现已开展志愿服务超过

100 场次， 累计服务对象近 1 万人

次，协助猎德街道形成社区“初老”服

务“老老”的社区互助志愿服务模式。

2020 年 12 月 28 日， 爱心种子

队探访了辖区内独居、 孤寡、 残障

长者约 22 名， 为有需要的长者派发

了 19 份棉被， 提前为长者们御寒备

货。 同时， 成员们还为长者们测量

血压， 提醒长者注意饮食和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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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德街道“甜心”加餐过冬至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舒曼 ）

2020 年 12 月 21 日，是二十四节气

中的冬至日。冬至来临前，猎德街道

社工服务站也组织各种活动， 与居

民欢庆冬至。

亲子做汤圆增进关系

2020 年 12 月 19 日，猎德街道

社工服务站组织了七对 6~8 岁的亲

子家庭参加“过冬至，幸福至”活动，

共同制作汤圆。

本次活动首先介绍了冬至节的

来源，传授正向沟通的技巧，通过击

鼓传花的游戏环节调动气氛。随后，

亲子家庭们进行汤圆制作，搓面粉、

包馅料、揉成团，大家玩得不亦乐乎。

活动后， 孩子们纷纷表示，“今

天很开心， 自己亲手做的汤圆也很

好吃。 ”家长们则反馈，希望以后多

带小朋友参加这种亲子活动， 增进

亲子关系。

“甜心铺”加餐温暖长者

2020 年 12 月 21 日冬至节当

天， 猎德街道社工服务站与猎德街

道日间托老服务中心“心愿甜心铺”

项目开展了主题为“心愿甜心铺，乐

善康龄”的营养加餐活动，为社区内

长者“加餐”，让长者们感受到来自

社区的关爱和温暖。

由于南北地区过冬习惯不同，

“心愿甜心铺”工作人员分别制作了

汤圆和饺子，赠予 22 名孤寡、独居、

高龄等困境长者回家品尝， 以不一

样的方式共度冬至。

据了解，“心愿甜心铺” 项目已

经开展了半年， 每月都会由社工组

织志愿者为社区内的困境长者提供

营养糖水

（低糖 、清淡 ）

以及营养汤

水

（低盐、少油）

，旨在向长者传递健

康饮食的理念， 提高长者注意营养

饮食的意识。

寒冬已至，在未来一个月，猎德

街道社工服务站将会结合“暖冬行

动”和“小桔灯探访计划”分别给予

40 户特殊困难群体及高龄长者送

上“微心愿”，为残障群体家庭送上

暖冬物资及安全助行器具， 让公益

暖风遍布这个冬天。

亲子家庭共同制作汤

圆。小图为志愿者向居民派

发饺子，为冬至“加餐”。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