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家庭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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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消防员——亲子梦想家
为提高社区亲子的消防意识，共同体验消防员，提升亲子对消
防安全的认识，同时将消防安全推进到家庭中，2018 年 4 月 22 日
上午 9 点，乐雅驻四甲社区综合服务中心联合石碣镇消防大队、四
甲村委会一起在石碣镇消防局开展了一场小小消防员——亲子梦
想家活动。
令人期待已久的体验活动正式开始，小朋友和家长们早已按耐
不住内心的激动，排成了两个队伍！！消防员叔叔讲解消防服，消
防面具，消防车以及介绍消防车用途等，并介绍一些简单的消防器
材使用方法。小朋友都按耐不住体验消防员，纷纷排队穿上消防员
一整套装备，拿着喷水枪进行角色体验。接着模拟消防火灾现场，
石碣消防大队工作人员为参加者讲解了在火灾发生时逃生自救的
技巧和注意事项，遇到火灾时学会走安全通道，并学会用湿毛巾捂
住口鼻等方法，家长和小朋友们都很专注听讲和学习。随后，消防
员通过讲解灭火器的安全使用方法，在现场模拟起火现场，社区亲
子亲自完成整个使用灭火器灭火的过程。
此次的消防员亲子体验活动，让家长和小朋友们获益匪浅，对
消防工作有了一个更深入的认识及理解，也更加懂得了消防员的辛
苦和伟大，懂得了感恩；参加活动的每一位家长及孩子都学习到了
很多火灾自救知识，增强了安全意识，让社区安全意识深入人心，
建立和谐安全四甲社区。
四五月，阳光灿烂，暖风拂面，在这大好春光里，
乐雅驻四甲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开展了多肉培植观察小
组。
由四甲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社工带领的多肉培植观
察小组在四甲社区一楼开展，社工在这节活动中不仅
让组员相互认识，签下小组契约，还让组员了解植物
种植的基本知识，一棵多肉需要多少水和阳光，多肉
植物夏季种植的要点。接着，第二节小组社工开始教
学如何
放置小石
子、种植土和肥料并现场种植萌萌哒的多肉植物。
在接下来的几节小组，社工现场教学多肉培植方
法，小朋友小心翼翼掰下多肉肉片，平放在干燥的种
植土上，并制作观察卡，让组员观察多肉肉片的生长
过程并记录下来，激发组员的耐心和观察能力，让组
员自主学习更多的多肉植物培植知识。5 月最后一节
小组，亲子纷纷把自己的成果进行分享，当看到多肉
片长出了红红的长长的根丝儿和两三片小多肉，最后
各种成果都让在场所有亲子惊叹不已。
本次小组通过小组让组员了解到多肉种植基本的
知识；在整个培植观察过程中亲子能互相合作，增进
了家庭互动，促进亲子感情，进一步改善亲子关系；
增进邻里互动，促进社区共融。

主管：东莞市石碣镇社会事务局
东莞市石碣镇四甲村委会
东莞市乐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承办：四甲社区综合服务中心

“欢度童年，拥抱快乐”暨南天华佳首届动漫嘉年华

为了丰富亲子的闲余生活，提高亲子的动手能力以及学
会团队合作精神，促进亲子沟通，乐雅驻四甲社区综合服务
中心于 2018 年 4 月 22 日下午 4 点在社区中心二楼手工小作
坊举行“动手动脑，无限创造”艺术沙画活动。
活动一开始，社工展示出各种各样的沙画，孩子们都围
着欣赏，满面都是期待的表情。紧接着社工介绍了沙画的制
作方法，同时为亲子们发放制作工具。进入亲子沙画制作环
节，社工在个各家庭间穿梭来往给参加者提供各种帮助，只
见孩子们低头全神贯注将不同颜色的细沙均匀填抹在画上，
家长们忙着打下手，将对应的颜色递到孩子手中，这再简
单不过的一递一接，却透出无间的亲密，温馨的气流一时
间包裹着在场的每一个人，而当色彩各异的画在孩子手中
逐渐成型时，不论是孩子还是家长，脸上都挂上一丝成功
的喜悦。
通过本次活动丰富了亲子的闲余生活，增进亲子之间
的感情。家长们都希望今后中心能开展更多类似的活动促
进亲子以及邻里之间的沟通。

多肉培植观察小组

最赞摄影师——亲子梦想家筑梦

2018 年 4 月—6 月

为提升亲子摄影能力，共同体验摄影师角色，促进亲子共同成长，
四甲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开展了一场最赞摄影师——亲子梦想家筑梦行
动。
社工首先为亲子讲述摄影的基本步骤与技巧，教学亲子如何使用相
机，并让其互相拍摄小伙伴的笑脸。接着，社工带着亲子，走进四甲社
区服务中心，寻找 3 个拍摄地点，拍摄大家开心的笑脸。随着社区厨房
传出一阵欢声笑语，家长和小朋友穿好志愿者，整理好仪表，拿起相机
走进厨房，在社工的指导下用手机或相机拍照记录美食小组活动现场这
些温馨欢乐的瞬间。
此次的最赞摄影师体验活动，让家长和小朋友们获益匪浅，对摄影
工作有了一个简单的认识及理解，学会用相机记录身边美丽的一瞬。

地址：石碣镇四甲村联兴街 18 号四甲社区综合服务中心

电话：89615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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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六一”，全国各地都组织各种形式的活动，庆祝少年儿童的节
日，党和政府都十分关心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为他们的生活和学习创造
了良好的环境，让新中国的孩子们在党的阳光下茁壮成长。
6 月 1 号～6 月 3 号东莞乐雅驻四甲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在四甲村委会
的支持下，联合南天华佳购物广场开展为期三天的“欢度童年，拥抱快乐”
暨南天华佳首届动漫嘉年华活动圆满落幕 。
本次活动旨在给社区儿童和青少年带来一个快乐的节日，让他们在儿
童节收获属于他们的快乐和欢笑，在他们的成长之路上留下一段完美的记
忆。在六一儿童节，华佳购物广场与四甲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已经开展了一
场精彩的动漫欢乐会，通过动漫机械的展示、欢乐游戏区、义卖爱心区等
服务，培养起青少年课余兴趣爱好，同时又能增长见识、获得知识，携手
华佳购物广场与孩子们共渡六一，让他们拥抱属于自己的节日的同时展现
四甲社区乐观用心的生活态度。

四甲首届美食
5 月 9 日早上，四甲社区综合中心联合东莞信息技术学校
志愿者家电维修队的师生在四甲南天华佳商场开展家电维修
活动，为社区居民提供义修家电的便民服务。
活动未开始前，中心社工和义修队伍志愿者早早来到现场
布置好场地。虽然天空下着小雨，但是前来咨询、维修家电的
居民络绎不绝，为了确保活动秩序，社工做好登记，引导居民
有序等候。在社工的引导和义修队成员的勤劳下，居民坏掉的
电风扇、电饭锅、电磁炉等小电器又能重新使用，居民对此赞
不绝口。
日后四甲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将加强整合社会资源，为社区
居民提供多元化的便民服务，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
化需要，提升生活质量。

四甲首届美食节暨“汤饭到家”敬老项目众筹
活动，于 4 月 28 日在南天华佳商业步行街广场举行。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 5 月 4 日，为期 7 天的美食节
完满结束。本次美食节摊位共 50 个，吸引人流量为
1 万人购物消费，服务人次达 2 万。
东莞市石碣华佳购物商场联合四甲村委会、四
甲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开展四甲首届美食节终于在忙
碌中结束了。四甲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的义卖摊位义
卖所得共 900 元，摊位“食在不一样”何女士捐赠
200 元，东莞市石碣华佳购物商场捐赠 3000 元。为
此现四甲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对本次的爱心人士、爱
心摊位、爱心企业进行一一表彰公示，希望让本次
善举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和认可。本次义卖、捐赠所
得会用于四甲社区综合中心的“汤饭到家”敬老项
目，让公益服务项目扩大受益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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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残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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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保健健康知识讲座
4 月 11 日早上 9 点，乐雅驻石碣四甲社区综合服务中心联合四甲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开展“养生保健健康知识讲座活动”。
这期的养生保健活动中，社区中医以讲解“五色饮食”、“穴位保健操”、“量血
压”、“聊聊天”的方式举行。活动期间服务对象认真的听中医讲解，遇到不懂都会积
极的向医生寻求答案（服务对象摇身一变成为好学的小学生），而医生则详细地为服务
对象解释，并且给予专业的意见给服务对象。
本次活动通过以讲座和实操的方式让服务对象学习一些健康饮食和穴位按摩操，让
其平时在家也能够锻炼身体，提高服务对象对这方面的保健意识。
5 月 12 日上午 9：00，在石
碣镇社会事务局的统筹下，石碣镇各个社区综合服务中
心在街心广场开展“全国助残日”暨“防灾减灾日”活
动。在活动现场各社区通过摆摊位知识宣传、义卖以及
游戏等，引导石碣居民多关爱社区残疾人士，营造尊残、
助残、扶残的良好社区气氛。
其中，我们通过“蒙眼贴鼻子”体验残疾人的游戏，
让居民能够感受到视力残障人士的困难，让居民们能够
对残障人士更多关心以及帮助，从而更能推进残健共
融。大部分参与者表示“通过蒙眼贴鼻子这个体验游戏，
深深感受到残疾人士在生活中的不便，敬佩他们的坚
强！”
在知识宣传
的同
时，我们同时呼吁
人们：
给残疾人一个搀扶只需我们付出一只手的力量，无论是
在公交车上给他们让个座位，还是爱护他们的专用设
施，虽然只是小小的动作，但对残障人士来说却是一种
包容他们的表现。
让我们从今天做起，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让
每一天都成为助残日，了解残疾人，平等对待他们，给
他们更多关爱和帮助，让他们与我们共享同一片蓝天。

为了营造关爱老人、敬爱老人
的社区氛围，四甲社区综合服
务中心联合莱恩形象馆的志愿者在四甲榴洲村开展一场爱心义剪活
动，让足不出户老人们享受便民服务，在社区中感受到敬老爱老的良
好氛围。
5 月 17 日早上，四甲社区的社工与义剪服务队义工早早来到四甲
榴洲村，为在等候的居民理发。活动还没开始，已有居民早早过来中
心等候。大家期待着理发师为自己在炎热的夏天变换新的发型。活动
过程中，居民耐心地排着队在树下闲聊等待，遵守现场秩序。经过理
发师的巧手，居民都变换了新发型，他们都对新发型非常满意。大家
纷纷表示：“头发剪短，夏天清爽了很多。”大家剪完头发之后也不
忘咨询下一次义剪的时间。
未来中心社工还将继续跟爱心企业合作，开展义剪义诊等便民利
民活动，满足社区长者的日常生活需，丰富社区居民的生活。

端午节即将来临，为让社区中的弱势群体感受到节
日的气氛。6 月 15 日，乐雅驻石碣四甲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社工开展“粽叶飘香，情系端午节”活动。
活动主要是派送西
米粽子给社区 60 岁以上的残障老人，让他们感受到社区居民对他们的关爱。活动开展
前，志愿者早早来到中
心，接着，阿姨们开始忙碌起来，
有的煲开水煮粽子叶、有的
做红豆馅、有的包裹粽
子等，大家分工合作，手脚都非常
麻利。在包裹粽子过程中，
大家欢声笑语的，部分
阿姨们表示，自己已经有好几年没
包裹过粽子了，现在可又重
新练下手，还可以向别
人学习下，真好！阿姨们非常有成
就感，说道：“每逢过传统
节日时，感谢社工们为
他们开展相关节日活动，让他们感
受到浓浓的节日气氛。”随
后，志愿者们开始煲粽子。下午三点，社区妇女志愿者们把已经煲好的粽子打包好，社工和义工们共同为服务对象送上温热的粽
子，其中黎阿姨接到粽子后开心说道:“谢谢你们这么用心为我们服务，又一年来送粽子给我们了”。
本次活动总共服务 19 名服务对象，非常感谢志愿者们的协助，通过让志愿者做好粽子派送给服务对象，传递爱心，在社区
中营造互助互帮的和谐氛围。

地址：石碣镇四甲村联兴街 18 号四甲社区综合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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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志愿者

2018 年 6 月 10 日上午，四甲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开展了一节
预防溺水的安全教育培训，社工通过暑期预防溺水培训，希望能
让社区
青少年度过一个安全、欢乐的暑假。
随着炎热夏天的到来，大多数小朋友会
选择
玩水、游泳等来解暑，防溺安全就成了
一个重
要的问题。本次安全教育主要分为：如何
预防溺水、预防游泳时下肢抽筋、
游泳溺水的自救
方略、如何合理救助溺水的人。
防溺水教育中，
通过社工的讲解，让小朋友能根
据图片和文字，
学习到正确的安全知识，让小朋友学习到防溺水的知识。接着社
工通过提问题的形式，来加深青少年的防溺水意识。有的小朋友
说：“这次安全培训让我学习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识，我要跟我的
小伙伴分享！”
本次安全教育活动通过对青少年进行假期安全教育，使学生
度过一个平安、快乐的假期，提高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

为了丰富社区青少年的课外生活，锻炼
青少年的动手能力，东莞乐雅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驻四甲中心社工于 4 月 21 日下午开展了主
题为 DIY 雪花泥粘土画活动。
活动当天，参与的小朋友早早地来到四甲
社区服务中心，静静等待着活动的开始。活动
开始，社工开始为参与者介绍雪花泥粘土画的
制作方法，参与者都听得很认真、很专心。经
过社工结合讲解之后，小朋友就开始认真制作
起来，社工就在旁边协助小朋友；有的与小朋
友一同参加的家长和孩子一起制作，还有的与
小朋友一边聊天一边引导，场面非常温馨有
爱。一个多小时之后，学员们的粘土画终于制
作出来了，小朋友都开心，并与社工们一同评
比出最美的粘土画。
通过活动不仅丰富了学员的课外生活，也
锻炼了学员的动手能力，更重要的是提升了学
员与他人互动交流的自信心。

5 月 12 日早上 10:00 乐雅驻石碣四甲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在社
区中心二楼开展“小小厨师之玫瑰花大行动”，在母亲节的来临
之际开展“小小厨师之玫瑰花大行动”这个活动，让青少年们向
母亲献上爱意的同时也锻炼到动手能力。
本次活动主要制作玫瑰花饺子让其带回家
送给母亲。活动开始后，社工
询问
：“你们知道明天是什么节日吗”“母亲节”
青少年们大声的回答。社工
说：
“真棒！是的，母亲节。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
就是要制作玫瑰花饺子送给
我们
的母亲，下面我们开始吧！”社工将制作的步
骤和材料的明细告知参与者，
并且详细讲解所需材料的用途和制作方法。等大家清楚配方后，社工协助参加者一起备好材料。活动中每个服务对象跟
着社工的指导，纷纷动手，如馅料的制作、饺子的卷装以及蒸饺子，大家相互帮忙，目标明确。随着 15 分钟的等待，大
家开始闻到饺子的香味从蒸炉里溢出来。饺子出炉后，青少年们不断赞叹自己的手艺，但是又不舍得品尝，纷纷要求社
工帮忙装袋带回家送给自己的母亲。
通过今天的“小小厨师之玫瑰花大行动”活动，希望社区青少们在提升技能的同时更懂得学会感恩。
6 月 10 日早上 10:30
4 月 14 日下午 2:30 乐雅驻石碣
四甲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在社区中心二楼，开展“硬笔书法” 乐雅驻四甲社区综合服务中
体验活动，通过“硬笔书法体验”这个活动，让社区小朋友 心在社区中心二楼开展“父亲节创意 DIY 贺卡活动”，在父
们从基本功开始，从坐姿、握笔姿势开始重新认识、学习硬 亲节的来临之际开展“父亲节创意 DIY 贺卡”活动，让青少
年们向父亲献上爱意的同时也锻炼到动手能力。
笔书法。
本次活动主要制作父亲节感恩贺卡让其带回家送给父
活动现场，小朋友们在老师和社工的指导下，认真的
学习如何从开始、从开始练习。在短短的时间里，经过老师 亲。活动开始后，社工询问：“你们知道 6 月份的第三个星
和小朋友的共同努力下，小朋友们快速的调整到正确的坐姿 期天是什么节日吗？”“父亲节。”青少年们大声的回答。
和握笔。活动结束后，小朋友们纷纷表示，通过“硬笔书法 社工说：“真棒！是的，父亲节。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制作
体验”这个活动对硬笔书法有了一定的认识，掌握了一定的 贺卡送给我们的父亲，下面是我们自己发挥的时间，开始
吧！”随着社工的一声号令，青少年们拿起画笔纷纷画出了
坐姿和握笔的手势，希望能够多开展书法类的活动。
通过今天的“硬笔书法”体验活动，希望社区小朋友能 对父亲的爱意、祝福和感恩。
通过今天的“创意 DIY 贺卡制作”活动，希望社区青
够从一横一竖开始练习，从一笔一划开始硬笔书法的新旅
少们在提升技能的同时更懂得学会感恩。
程。

地址：石碣镇四甲村联兴街 18 号四甲社区综合服务中心

电话：89615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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