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员村街残联开展视力、听力残疾

人辅助器具现场适配、咨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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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无小事

天河区员村街绢麻社区开启“双微”行动

街道整合多方资源为困难家庭圆梦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讯员

杨希）

8 月 6 日上午， 天河区员村街绢

麻社区“双微”心愿交接仪式启动。 天河

区员村街绢麻社区党委、天河区委离退

休干部党工委和新蕾小学党支部，及相

关居民群众共同参与见证此次交接仪

式。 当天，绢麻社区前期征集到的所有

微心愿和 3 个微项目已经被认领。 其

中，天河区委离退休干部党工委和新蕾

小学党支部分别认领了 10 个微心愿和

1 个微项目。

家庭因病致贫 社区多方来帮忙

为深化“令行禁止、有呼必应”党建

引领基层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绢麻社区启动为期数月的“您的心愿、

我的志愿”———党组织、 党员为群众办

实事“双微”行动。 针对辖内居民各类困

难类型， 绢麻社区党委通过上门面谈、

电话访问、党员居民微信群发布、楼栋

长收集等形式，共收集 12 个微心愿和 5

个微项目，并及时向外发布。 此外，社区

将资料同步到党员“双报到”系统内，积

极联系共建单位链接资源多方筹措。

在绢麻社区里，智力残疾的刘同学

家生活拮据，全家仅靠爸爸打工维持生

计。 了解到一家人的“微心愿”后，党员

齐冰、 张永奎代表天河区公安分局，为

这家人送去电饭煲和 2000 元助学金，

并叮嘱他们积极面对生活。

作为社区重点关注对象的，还有居

民黄女士母女俩。 据悉，黄女士和 80 多

岁的母亲一起生活，由于其缺乏工作技

能，且年龄较大，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

和收入来源。 雪上加霜的是，黄女士母

亲不仅患有多种老年疾病，近期还有中

风前兆，母女俩生活拮据。 同样有生活

困难的，还有社区的李婆婆。 独自抚养

孙子的李婆婆，今年已 70 多岁，平时靠

打零工和拣拾纸皮为生。“双微”行动启

动后，社区党委第一时间把李婆婆列入

帮扶名单，为她寻求爱心帮助。 此外，社

区还有不少老人因身患疾病，医疗费用

巨大导致家庭生活困难。 这些困难群众

都是社区党委一直关注帮扶的对象。

各方筹集款项 微心愿得以实现

仪式现场，赖仕来、李军、邱少红三

位党员代表天河区区市场监管局向失

业人士黄女士、单亲妈妈姚女士捐赠电

视机和消毒碗柜， 又向李婆婆捐赠了

2000 元生活补助。 此外，老党员高阿姨

的丈夫患白血病十多年，党员何国志代

表天河区卫生健康局向其捐赠了 1800

元关爱金， 鼓励老两口勇敢面对病魔，

渡过难关。

为积极响应社区党委的号召，辖内

的新蕾小学党支部也发动支部党员筹

集款项，为高龄患病党员高叔和陈叔分

别赠送了消毒碗柜和电风扇，并向李婆

婆捐赠 502 元生活补助金。 作为绢麻社

区的共建单位，新蕾小学党支部一直积

极参与社区治理和共建，彰显党员“双

报到”的工作实效。

当天，天河区委离退休干部党工委

主任吴新华还以“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

程”为主题，为社区党员们上了一堂生

动的党课，以实际行动践行微项目的落

地。 活动现场，收到捐赠的党员和群众

都十分感动。“这只是我们小小的心愿，

没想到社区党委一直放在心上，并且很

快就实现了，他们是真正把居民群众的

需要放在了首位，把居民群众的事当成

自己的事。 ”一名收到捐赠的居民表示。

据悉，绢麻社区“双微”心愿活动还将持

续开展，为居民办实事、办好事。

天河区员村街绢麻社区“双微”心愿交接仪式。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讯

员 陈嘉韵）

8 月 31 日，员村街残联邀

请残疾人精准康复定点服务机构，在

员村街为 10 多名视力、 听力残疾人

开展现场辅助器具适配、咨询及发放

活动。

据悉，自 7 月中下旬起，天河区

员村街残联组织辖内 16 个社区居委

会，通过微信、电话等多种方式，告知

在册有康复资助需求的残疾人和家

属这一好消息。 据悉，有需要的街坊

只需通过“穗好办”App，提交“残疾人

康复训练资助”“精神病残疾人专科

治疗资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

适配资助” 等 12 项网上办事服务申

请，即可免去来往奔波交换纸质资料

的繁琐。

住在美林花园的廖阿姨属视力

四级残疾人。 视力日渐衰退的她，平

时需佩戴高度近视眼镜才能出行。 活

动现场，工作人员耐心地为廖阿姨配

备了出行“小助手”。 当得知“小助手”

能准确地识别公交站上的车辆线路

号码、进站时间等功能后，廖阿姨格

外开心。“这真的是好助手，有了它，

我以后出行就方便多了！ 感谢政府对

我们残疾人的关心！ ”

住在新村社区的郭婆婆已年过

八旬，属听力三级残疾人。 因双耳听

力下降 10 余年，日常与家人、邻居沟

通时十分不便。 早年，郭婆婆的家人

曾为她买过几款助听器，但使用过程

中过婆婆时常感到耳鸣、耳痛等不适

正在，久而久之就放弃佩戴了。 活动

当天，工作人员详尽耐心地为郭婆婆

讲解助听器的正确佩戴方法，使用过

程需注意事项等。 几经调整后，郭婆

婆终于能听清家人的声音。“我听到

啦！ 好清晰！ 你们以后再也不用大声

跟我说话了。 真的很感激党和政府对

我们的关怀， 残疾人政策落实得很

好！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讯员

朱泓霖）

8月14日晚，天河区员村街道总

工会联合广州地铁公司、南方医科大学

附属第三医院，共同举办“约七夕·云相

遇”线上青年职工交友联谊活动，让青

年职工足不出户也能邂逅有缘人。

活动中，主持人通过“猜歌名”热身

小游戏， 消除单身青年职工间的隔阂。

参与活动的100名青年单身职工通过线

上才艺展示、热点话题讨论相互认识了

解，在温馨浪漫的氛围中寻觅有缘人。

本次活动通过为青年职工搭建相

识相知、交流共进的青春平台，为职工

寻觅志同道合的佳偶良伴。 今后，员村

街道总工会将继续做好精准服务，用心

做好职工“知心人、贴心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讯员

朱泓霖）

8 月 6 日下午， 天河区员村街

道总工会副主席、机关工会主席陶维勇

带领工作人员来到员村街各疫苗接种

点、员村街环卫站以及顺丰、京东快递

收发点， 为医护人员和职工送上矿泉

水、清凉饮料等防暑降温慰问品。

夏日炎炎，在社区岗位工作实属不

易。 陶维勇来到现场，对职工们勇于奉

献、忠于职守的精神给予赞扬。 同时，他

代表组织向各岗位上的工作者表示亲

切问候，并叮嘱职工和医护们要注意防

暑、保重身体、劳逸结合，以更充沛的精

神面貌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讯员

朱泓霖 ）

捐资助学，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 8 月 25 日，在天河区员村街道总工

会工作人员及新蕾学校工作人员的见

证下，爱心企业方为一名困难家庭学生

预交新学期学费 6000 元。

在工作中， 员村街道总工会了解

到新蕾学校的陈同学家庭经济困难。

每逢学期交学费时， 陈同学家就会愁

云密布， 到处借钱。 街道工作人员通

过社会资源链接爱心企业， 企业相关

负责人表示， 他们愿意持续捐助该名

学生的学费， 助其摆脱面临辍学的困

境。

捐助仪式现场，爱心企业方鼓励陈

同学要“常怀感恩之心、常存进取之志，

不以家寒而自弃，不以己贫而自卑”，将

感恩之情转化为勤奋努力学习的动力，

靠自己的双手改变命运。 陈同学及其家

人对工会及爱心企业的善心很是感恩，

并一再表示会好好学习， 不负众望，将

来回馈社会。

员村街为青年职工牵线“做红娘”

员村街慰问一线职工“送清凉”

员村街链接爱心企业帮扶困难家庭

天河区员村街暖心助残

让残疾人足不出户享帮扶服务

【申请康复资助操作指引】

1.下载“穗好办”App，实名登记注册；

2.在首页“特色专区”进入“民生服务一站式办理”；

3.在“残联服务”选择“本人办理”或“他人代办”；

4.在 12 项服务里选择需要办理的项目；

5.上传残疾人免冠证件照，并按要求填写、提交资料；

6.提交成功后，等待街道残联、第三方机构、天河区残联审核通过。

（本版图片由通讯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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