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家庭综合

以人为本 助人自助 为生命赢得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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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雅驻四甲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社工于 2018 年 7 月 21 日开展“亲
子互动知识分享茶话会”活动。
活动一开始，社工简单讲解一下活动的流程和内容，接着通过
“幸运大海盗”游戏进行破冰，缓解一下氛围，参与者争先恐后把
小剑插到海盗桶里，纷纷测试自己的运气，经过几轮游戏大家笑得
很开心，玩得融为一体。 接着社工提问平时在家怎么和家人互动，
小朋友举手争着回答：
“周末会一起出去玩。晚上爸爸教我做作业！”
接着大家一起讨论平时和家人相处的难题并进行分享。最后社工分
享效能训练技巧，参与者都专心致志在听讲。
通过此次活动小小地分享和学习了一些互动小经验，让亲子能
更好地进行有效沟通。

乐雅驻石碣四甲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于 7 月 21 日开展为老送餐
——亲子梦想家圆梦行动，社工与亲子共同为四甲榴洲村、西河
村 80 岁老人送上一份汤一份饭。
亲子志愿者一早来到厨房等待活动的开始，社工在简单讲解
活动的流程和意义之后，亲子自觉进行分工合作，小朋友负责数
好碗筷的数量和进行洗碗，十分积极认真；厨房看到一个个家长
在勤劳干活，有些在洗菜、有些在切菜、有些在洗锅、有些在炒
菜……随着时间慢慢的过去，亲子分好盒饭装上饭菜，然后一碗
碗“好味饭”和淮山骨头汤已经整装待发了。亲子志愿者跟着社
工和护工阿姨的步伐走过大街小巷，进入阿婆阿公的家里，为他
们送上美味的汤饭。小朋友见到阿婆阿公就很乖巧地问好：“奶
奶好！”，阿婆阿公见到小朋友这么有爱心露出开心的笑容，并
很感谢。袁阿婆笑着说：“小朋友很好啊，大热天给我送饭，有
心啦！”
通过此次为老送餐——亲子梦想家圆梦行动，亲子当起了志
愿者们为老人送上热热的汤饭，在整个过程中学习和互动交流，
感受到了志愿服务氛围，懂得了尊老敬老的重要意义，并且以实
际行动体验了孝敬的快乐，可谓收获颇丰。

2018 年 7 月—9 月

“多彩社区，缤纷夏日”四甲社区第三届夏令营晚会

乐雅驻石碣四甲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于 9 月 22 日开展“与
你同行”生日会——亲子梦想家圆梦活动，社工与亲子合作
动手制作小蛋糕，一同外出到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家里为其送
上生日小蛋糕，为其送上温馨的生日祝福。
亲子志愿者一早来到厨房等待活动的开始，社工在简单
讲解活动的流程和意义之后，亲子自觉进行分工合作，分离
蛋清蛋黄、打发鸡蛋、混合搅拌，将蛋糕糊和蛋白霜搅拌均
匀后装入纸杯，放入烤箱，等待出炉。蛋糕烤好了，亲子志
愿者拎着小蛋糕和苹果开开心心的出发，跟着社工的步伐走
过大街小巷，进入生日对象家中，为他们送上美味的生日小
蛋糕。小朋友见到阿婆阿公就很乖巧地问好：“早上好！”，
阿婆阿公见到小朋友这么有爱心露出开心的笑容，并很感谢
社工与志愿者为其布置温馨的美好生日会。
通过此次“与你同行”生日会——亲子梦想家圆梦活动，
亲子当起了志愿者们为行动不便的生日对象送上生日蛋糕
和祝福，在整个过程中学习和互动交流，感受到了志愿服务
氛围，懂得了助残、尊重的重要意义，并且以实际行动体验
了助残的快乐，可谓收获颇丰。

9 月 8 日，乐雅驻四甲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开展“陶趣生活”陶艺体验活动，带
领社区亲子家庭到石碣康复就业服务中心陶艺室体验陶文化，感受制作陶艺的乐
趣，共同开启一场欢乐的陶艺 DIY 之旅。
活动开始，社工耐心讲解了陶艺相关的知识，亲子听得津津有味。在专业陶
艺师的指导下，他们亲自动手，发挥着他们的想象，用泥土做媒介，利用旋转的
拉坯机辅助，手捏、旋转拉胚，精心制作着他们想要的形状，制作出属于他们自
己独一无二的作品，赢得了爸爸妈妈不少赞美。制作完成后，亲子将作品拍照展
示并分享至朋友圈，互相分享制作心得，全身心地享受这美好的时光，感受陶艺
的乐趣。
此次活动，小朋友与父母合作共同制作了形态各异的陶瓷作品，体验了陶艺
DIY 的乐趣，感受了陶瓷文化艺术的魅力，小朋友和爸爸妈妈的互动和欢声
笑语成为当天靓丽的风景。

8 月 19 日，在这个美丽的夜晚，有一群勤劳的社工们，她们在雨中布置
晚会现场，他们用自己的汗水建成一个美妙的夜晚，让更多的社区居民获益，
让社区更多彩多姿。就在这个美妙的夜晚，结束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多彩社
区，缤纷夏日”四甲社区第三届夏令营。
为了展示中心的暑假夏令营的运营成果，四甲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在四甲文
体馆举办第三届夏令营晚会。随着歌舞开演，现场的观众在安静的欣赏着美
妙的舞姿，青少年、志愿者、老年人开动着美妙的舞姿，一幕幕的精彩演出，
现场观众都衷心的给出阵阵掌声鼓励。现场不仅有歌舞的精彩演出，还有现
场的跳蚤市场摆卖，小摊主们积极运用他们的销售技巧，争取让更多的社区
居民购买自身的物品。中心的义卖摊位，向居民分享了美食，让居民渡过一
个愉快的夜晚。
本次活动能得以顺利的进行，首先要感谢各位热心商家的大力赞助和石碣
镇志愿者协会的协助。在这美妙的夜晚，细雨伴随着，热情不减，文体馆热
闹非凡，四甲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也迎来了暑假总动员的谢幕。至今，为期 45
天的夏令营活动划上了圆满的句号，约 2000 人次社区青少年参与其中。通过
夏令营的开展，不仅使青少年开阔视野，增长见识，同时还能够提升团结协
作、与人沟通交往的能力，接下来四甲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会继续服务好社区。

“添砖加瓦，爱居行动”活动

“你我一起放松”减压小组

8 月 5 日上午，乐雅驻石碣四甲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社工联合
石碣志愿者协会开展的“添砖加瓦，爱居行动”活动，走进石
碣镇四甲社区，为有需要的独居老人共三户整修雨漏，实实在
在为他们解决了房屋漏水的难题。
社工带着志愿者穿过大街小巷来到老人家中，开始进行维
修雨漏。志愿者利用梯子爬上瓦砖屋顶，研究讨论怎么修怎么
补，有的志愿者在下面和水泥，有的在扶好梯子，有的在拆除
烂瓦片......在志愿者的巧手下漏水房屋的烂瓦片铺上了新的
瓦片，填补好空洞。完工之后，老人们都很感谢志愿者的热心
和帮忙，袁阿婆：“你们真好啊，甘热天时上屋顶整雨漏，辛
苦你们了，真好人。”
志愿者为 2 户独居老人漏水的混凝土屋顶进行补漏，以及
另一家独居老人补铁皮的漏缝，真正为三户家庭解决实际问题。

8 月 1 日下午，乐雅驻四甲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开展
“你
我一起放松”减压小组 ，该小组旨在帮助社区青少年进
行压力宣泄，学习和了解压力的纾解方法，保持轻松愉
快的健康心态，过一个开心的暑假。
在小组进行过程中，社工通过“五指山——相互认
识”、“认识压力”、“心情写字板”、“心情动物园”、
“突出重围”、“头脑风暴——舒缓压力”这六节小组
层层递进开展，让组员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认识压力，
在游戏和实践体验中学习减压的技巧和方法，最后头脑
风暴思考如何更好地释放压力，从而使压力得到舒缓及
释放，达到减压小组的目的。
此次减压小组不仅让青少年认识到自己压力的来
源，找到适合自己的舒缓压力的方法，而且给青少年提
供了一个相互交流，互相支持的机会。

“陶趣生活”陶艺体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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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残疾人

以人为本 助人自助 为生命赢得尊严

“耆乐融融”茶话会
7 月 10 日早上午 9:30-11:00，乐雅驻四甲社区综合服务中心联合四海现代幼儿园组
共同组织为社区长者开展“耆乐融融”茶话会活动。
来到幼儿园，幼儿园的老师们和学生们热情地接待参与活动的长者到一间课室坐好，
并为长者准备了各种水果和小蛋糕，让社区长者品尝；同时，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准备了
精彩的表演，长者一边品尝美食一边观看小朋友的精彩表演，为他们的唱歌和呼啦圈舞
给出热烈的掌声。表演完的小朋友自觉地走到长者身后为长者捶捶背，与长者聊天；随
后，幼儿园的小朋友教会社区长者怎样清洁小手，活动的过程中，长者在小朋友的童真
和笑声中都满脸笑容。
本次活动以茶话会的形式，让社区老年人体会生活乐趣，用积极乐观的态度适应退
休生活、融入社区生活，同时体会社区对其的关怀，也祝愿社区的长者每一天都笑容满
脸。
5

7 月 14 日早上午 9 点，乐雅驻四甲社区综合服务中心联合四海现
代幼儿园组共同组织为社区长者开展情暖社区，关爱老人探访活动。
来到幼儿园，幼儿园的老师们、家长和部分学生们已经早早地到
来，在等待探访活动的开始。虽然下着微微小雨，但
大家的热情并没有冷却。在社工和护工阿姨的带领下
走街串巷，来到老人的家里，为 10 户老人送上油和米。
小朋友们都很大胆地把米和油亲手送到老人的手中，
7 月 18 日下午，为体现了对四甲社区残疾人的特殊关爱，乐雅驻
有的老人行动不太方便但都热情地招待到访的大家，
石碣四甲社区综合服务中心联合东莞市康复医院举办了为残障人士提
对社工、老师、家长和学生不停地说着谢谢祝福的话
供了免费的健康体检活动。
语，笑容满脸。
通过对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肢体活动功能、言语功能、视力、智
本次探访活动圆满地结束，通过活动既可以让社
力、精神状况以及心理状况的综合评估，进行内外科、抽血、验尿、
区老年人体会社区对其的关怀，也可以向幼小的小朋
胸部拍片、心电图、腹部 B 超的相关检查，并提出合理的健康指导和
友传递“敬老”的传统美德，同时希望更多的人走进
高危因素的干预，可以提高残疾朋友的保健预防意识，促使他们对疾
关怀老人的队伍。
病的早发现、早治疗、早控制，有效保障了残疾朋友的身体健康，受
到残障人士的欢迎和肯定。
此次参加活动的残障人士共有 70 多人，此次体检服务走进社区，
让残疾朋友足不出户，能在最近的社区里免费体检，这对行动不便的
残疾朋友来说就是极大的便利与福利。社区居民纷纷称赞活动的效果，
希望社区以后多多开展此类活。
9 月 30 日四甲社区综合服务中心联合四甲社区医
院举办“科学饮食、吃出健康”之老年人健康饮食讲座
，活动的内容主要是宣传饮食对身体的危害。
在讲座中，医生开始以风趣的自我介绍聚集了大家
散漫的眼神。接着，以层层递进、环环相扣、有学有问
有答的方式，详细介
绍了老年人
如何注意自己的合理
饮食习惯，同时还针对老年人的多发病症如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做详细的讲解，
提出了一些有效的预
防措施，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案例，
为大家带来了健康的饮食
生活理念，传授了膳
食中无处不在的养生之道，使老
年朋友们受益非浅。
此次讲座不仅丰
富了老年人健康养生方面的知
识，还使大家意识到倡导
和选择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的重要性，很多老人都表示今后一定会按照科学
的养生方法，合理膳食，
多做合适的运动，健康幸福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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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志愿者

走进生机盎然的七月，走进七月滚烫的诗行，倾
听柳荫深处抑扬顿挫的蝉鸣，挟裹着
不安分的飞
来四甲社
暑假已至，小学生在假期的生活成了家长关注的话题。丰富的 翔。正值暑假，越来越多的小朋友过
亲子家庭参与社
假期生活可以对中、小学生进行补充教育，增加课外的的知识及培 区综合服务中心玩，为了鼓励
区环境治理行动，
培养亲子家庭的
养儿童的兴趣。
针对上述的的情况四甲社区综合服
环保意识，乐
雅驻石碣四甲社区
务中心为儿童
开展“科学”趣味小组，目的是 环
综合服务中心
组织社区亲子开展
为社区青少年
提供丰富的暑假生活，提高青少
净化实验小组。
年对科学的兴趣，
减少对电子产品的依赖让青少年益 了“守护碧水清流”污水
7 月为加强社区小朋
友环保意识的观念，社
智成长。
朋友们拎着一桶桶环保酵
第一节小组中通过游戏环节及自我介绍，让组员们相互了解认 工第一节小组带领小
边，社工讲解了环保酵素的
识了彼此，建立组员之间的信任关系，接着社工与组员一起签定了 素来到四甲陈屋基河
河水时的注意事项等。接着带
“我们的约定”小组规范。接着第二、三、
四、五、六节 净水作用和投放
子在河涌到进行污水点取
小组分别让组员们一齐学习制作“会跳舞
的牛奶”、 领年龄偏大的孩
着社工派发的 ph 值试纸放入污水
“瓶子里的彩虹”、“彩色珍珠雨”、“
彩虹火山”、 样，小朋友拿
试，纷纷表示河水的污染很大想利
“冒泡的岩浆瓶”、“彩虹雨”等小试验，
小组的组员 样本中进行测
法让河水变清澈。随
都积极参与在其中，现场十分热闹。最后一
节小组，大家 用更多的办
员们很专心地一杯一
一起回顾上几节的学习内容，组员们都表示这次小组大家都很愉 后小组成
保酵素投放入河流，并
快，认识了很多的小伙伴。经过几节的小组，组员们明显提高了自 杯把环
足的笑容。
身的动手能力，其中有一位组员说：“社工！社工！这实验好神奇 露出满
本次“守护碧水清流”污水净化实验小组的
哦，太好玩叻。”
，向社区青少年宣传环保酵素，同时利用实
“实验”趣味小组让组员们在小组中收获快乐、收获友谊的同 开展
验的方法，加强青少年的污水治理的观念。
时更多的还是培养了社区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
在充满生机的七月暑假期间，在 7 月 12 日至 26 日里，四甲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一连开展了 6 节“社区小厨神”之厨艺
小组，社工为了提高组员的动手实践能力、提高青少年分享意识和组员的创造力。
第一节小组中组员们通过游戏环节自我介绍，让组员们相互了解认识，建立组员之间的信任关系，社工与组员一起签
定了“我们的约定”小组规范。接着第二、三、四五节小组分别让组员们一齐学习制作“三文治”、“寿司”、“热狗汉
堡包”、“饺子”、芋圆等美食，小组的组员都非常积极提问与参与制作，现场十分热闹。最后一节小组，大家一起回顾
上几节的学习内容，组员们都表示这次小组大家都很开心，认识了很多的小伙伴。组员们更直接地了解到厨房烘焙的魅力，
其中有一位组员说：“上次一起学习做的三文治，我自己学会了，在家里跟妈妈一起做，好开心啊！谢谢社工姐姐。”
我是小厨神之厨艺小组让组员可以在小组中收获快乐之余更多的还是培养了青少年对厨艺的兴趣，提升了烹饪技巧，
往后社工会继续开展此类型活动。

DIY 原生态手工品小组

9 月 15 日下午 3 点，四甲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在中秋节来
临之际开展“迎中秋庆中秋”主题活动，让社区青少年了解
中秋文化、让他们感受节日的气氛。
活动设置了“述说中秋节的由来”“中秋节的习俗”、
“快快乐
乐猜灯谜”、“品月饼说中秋”，
四个环节，
青少年很积极热情参与到其中，
绞尽脑汁
拼尽全力猜灯谜，玩的不亦乐
乎，慢慢
感受“中秋”
的文化、节日的传承、节日的快乐。
本次活动通过有趣猜灯谜、说中秋、
品月饼的的形式，让社区青少年感受到传
统的文化节日的气氛。

为让社区青少年
们细心观察自然中的美，以及提高他们的动手能力和审美
能力，乐雅驻石碣四甲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组织社区青少年
开展 DIY 原生态手工品小组。
本次小组总共四节，成员们通过在石头、原木片上绘
画、利用树叶纹路画出五颜六色的漂亮树叶等，做出美丽
的作品出来。在第一节的小组中，成员们积极地把自己介
绍给小伙伴认识，通过介绍环节和游戏环节，小朋友间有
了一定的认识。在第二、第三、第四节小组中，成员们相
互帮助，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利用大自然中常见的石头、
树叶、木片等绘画出不一样的美。在小组最后一节中，大
家分享自己所做的作品，以及分享这四节小组的收获。
通过本次小组，增进孩子们了对大自然的热爱，丰富
青少年的暑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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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SJSQZ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