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社区

2018 年 7 月 12 日 星期四 责编 李少平 校对 卢英

8530000

报料热线：

龙山社区常态化服务老街坊

沙子墩社区

组织小学生清除小广告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余纯桃）近期，浔
阳区人民路街道沙子墩社区组织辖区小学生
开展“做文明好少年”义务清扫活动，以实际行
动助力
“三城同创”
，受到社区居民点赞。
7 月 10 日，同学们自带环保袋及卫生用
具，分工合作，走进社区的边街小巷。有的清
除路面、花坛等处的固体垃圾；有的清理墙面、
楼宇门上的小广告。小志愿者们不怕苦、不畏
脏，任劳任怨，一丝不苟地清扫社区环境卫
生。他们的举动受到社区居民的拍手称赞。

□ 浔阳晚报记者 陈诚
在浔阳区甘棠街道龙山社区，老
年居民碰到社区主任胡平时，都会亲
切地喊她一声“小胡”。而每当谈起
社区街坊，尤其是低保困难居民时，
胡平挂在嘴上最多的话，就是如何更
好地为老街坊服务。为了更好地开
展公益、便民服务，龙山社区的工作
人员每个工作日都会深入基层了解
民情民意，并把这当作一种常态化的
工作来抓。

濂溪社区

“创建”工作获居民点赞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余纯桃）7月9日，
一
位老婆婆来到浔阳晚报，
把一封表扬信交给维权
部记者，
她对湓浦濂溪社区组织清理辖区
“牛皮
癣”
及各种死角垃圾，
让小区卫生环境大变样的
做法表示由衷的赞扬。
刘婆婆在信中说，近期，濂溪社区多次组
织社区工作者、志愿者针对辖区内“牛皮癣”进
行集中清理。7 月 4 日上午，社区主任毛江荣
等一大帮人，拿起涂料、刷子、水桶、抹布、扫
帚，走进辖区的一些卫生死角，逐块逐块的进
行清理,社区环境得到明显的改善。

←龙山社区工作人员深入辖区走
访居民。
（受访者供图）

深入基层了解群众
“疑难杂症”
每天当龙山社区居民服务中心的门
一打开，便有很多居民前去办事。为了更
好地了解居民情况，社区工作人员一般都
是下午抽空深入辖区内积极巡查和实地
走访，为群众反映的“疑难杂症”及时“问
诊”，倾听群众声音，解决居民问题。
“我们
是轮班制，”胡平介绍，
“ 两个工作人员在
社区，三个人在外面。”据了解，社区工作
人员在辖区内成立了 16 个居民小组，小组
成员由辖区党员和居民代表组成。每当
社区工作人员下到辖区了解民情时，小组

月亮湾社区

志愿者清理楼道
本报讯（桂晓琴 浔阳晚报记者 张新红）
近日，经开区滨兴街道月亮湾社区组织志愿者
20 余人开展楼道清理活动，助力
“三城同创”。
当日，志愿者们走进无物业管理的八里湖
支巷楼房。大家每到一处首先将杂物搬出，再
清理“牛皮癣”，最后将楼道进行清洗。当清理
活动进行到 3 号楼 1 单元时，发现楼道平台上
堆放着床头和席梦思等杂物，物主张阿姨怎么
也不让志愿者清理，说留着以后还有用，经过
社区工作人员的耐心劝导，志愿者们将席梦思
抬进张阿姨家里，
将不要的杂物清走。

成员会一同前往；而如果辖区居民遇到特
殊事情需要帮助时，小组成员便会将情况
及时反映给社区工作人员。
深入辖区走访过程中，许多群众畅所
欲言，谈现状、说问题、提意见、讲心声，社
区收到了许多围绕群众日常生活、社区建
设等方面的问题反馈和意见建议。针对
群众反映的这些问题，好解决、能解决的
问题，社区立即着手解决；暂时不好解决、
不能解决的问题，社区工作人员也一一做
好记录，认真听取意见，并表示会在符合

国家政策的前提下，及时联合相关职能部
门探讨研究，积极推进解决。辖区 70 多岁
的老党员李大爷是个热心肠，非常支持社
区的工作。社区工作人员在走访过程中
得知，李大爷的妻子张大妈身患慢性疾
病，平时买药就需要不少钱。然而，李大
爷从未向社区工作人员提及此事。得知
情况后，社区工作人员特意买了慰问品前
往李大爷的家中探望两位老人，并表示尽
最大努力联系有关部门，缓解张大妈的买
药负担。

创新社区服务，建立微信公众号
龙山社区的面积约 0.6 平方公里，辖
区内因企业改制而下岗的居民比较多，居
民有 6700 多人，这为社区的管理和沟通带
来了一定难度。为了加强与居民之间的
信息沟通，让群众更快更好地了解惠民政
策，从今年二月份开始，龙山社区建立了
社区微信公众号。

龙山社区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实现和
社区居民的文字、图片、语音的全方位沟
通、互动，居民们只要关注微信号，就能获
得社区的最新要闻。公众号对便民服务
信息、创业知识、计生知识、民政信息等社
区自动回复，并通过对微信公众平台的编
辑，实现对居民进行公共卫生、社会保障

等多方面的信息公开工作。考虑到有些
老年人并不擅长使用微信，龙山社区打算
把老年人聚在一起，手把手地教老人如何
操作手机和微信。胡平表示，居民通过微
信就可以及时了解社区动态，还可以实时
与社区工作人员进行沟通、交流，社区也
能进一步推进便民服务常态化。

让阴霾笼罩的心灵重见阳光
——记九江市第五人民医院心理科护士长周先华

与很多初到市五医院工作的护士会
畏惧、害怕所不同的是，她很庆幸自己被
分配至该院工作。能战胜这份恐惧的力
量，来自于家中患有精神疾病的亲人，也
来自于对弱势群体的怜悯。
从重症男病区到老年科再到心理科，
在 28 年的从业经历里，她体会到了常人所
无法承受的压力和辛酸，却始终不忘初
心，真诚的用耐心和爱心去照顾每一位病
人，宽慰背负着极大压力的家属。
她就是九江市第五人民医院心理科
护士长周先华，一位满载荣誉依旧朴实无
华的好护士。
□ 浔阳晚报记者 易兴

“弱势群体更需要真心护理”
“我的亲人在我年幼时就一直在这
里接受长期治疗，所以对精神障碍患者
这个群体我更了解，对他们的痛苦也更
能感同身受。”1990 年，周先华从卫校毕
业后，如愿进入九江市第五人民医院精
神科工作。
在精神科工作既艰苦又危险，病人
随时都有狂躁伤人的可能，以至于科里
的大部分护士都被打过，但周先华在长
达 14 年的工作时间里，却从未被病人

打过，她笑称，这是一份幸运，也是真心
付出的回报。
医院经常收治全身污垢、生活不
能自理的精神障碍患者，遇上这样的
病人，她不嫌邋遢，不怕麻烦，耐心为
病 人 冲 洗 ，细 心 帮 病 人 理 发 ，修 剪 指
甲、剃须、仔细地做安全检查等。教病
人吃饭、穿衣，甚至还给病人接屎尿、
擦身，帮病人清洗脏衣和床单……事
无巨细，面面倶到。面对长年住院的

孤寡老人、流浪患者，她对他们总是格
外的亲热，她说：
“ 这些患者很可怜，他
们没有家的温暖，没有亲人的呵护，我
们医务人员更要把他们当亲人一样对
待。”
正是因为周先华的付出，她曾多次
被医院评为先进个人，优秀党员，并荣
获“全国孝亲敬老之星”，及浔阳区“文
明新九江、孝顺好儿女”、
“ 道德模范”
等多项敬老爱老的荣誉称号。

“只有我发药她才吃”
“虽然他们嘴上不说‘谢谢’，但会
把你的好记在心里。”相处的时间长了，
一些患者总是对周先华更为信任。
在老年科工作期间，曾住着一位患
有帕金森综合征的老太太。她的老伴早
年去世了，
唯一的女儿又长年在国外，
看
到老太太总是一个人坐在床边叹气抹眼

泪，
周先华心疼不已。因此在护理之外，
周先华总会抽空来陪老太太聊天，听她
对着相册讲着以往的人生故事。时间长
了，
老太太只认周先华一人，
别的护士发
的药，
老太太都坚决不吃，
只有周先华来
了，
老太太才愿意配合。
在市五医院的患者，除了患有精神

疾病外，
可能还有其他疾病缠身，
需要及
时转到外院治疗。而在院工作多年的周
先华，
每天晚上都会特意赶到病房来走一
走，
看看每个病人的情况，
因此送临产的
患者去妇保分娩，
送哮喘等突发性疾病发
作的病人或病人家属去外院抢救……周
先华不怕麻烦和辛苦总是冲在最前面。

“家属背负着双重负担，
我想帮助他们”

九江市第五人民医院新住院大楼

2009 年，周先华被调至心理科工
作。与封闭区精神障碍患者的行为混
乱、冲动暴力所不同的是，这里的病人
心理问题更多，抑郁、焦虑、躯体性障碍
……因此除了生活护理外，医护人员还
需要掌握专业的心理学知识。
周先华从零开始，刻苦学习并顺利
拿到了心理咨询师证。同时，积极参与

外院培训，将沙盘治疗、音乐疗法、艺术
疗法等先进的治疗手段带回科室，普
及、开展、帮助患者更好地康复。看到
一些放弃工作及正常生活、24 小时待在
病区陪着患者的家属，周先华每天都会
用 2—3 个小时开导、宽慰他们。
“这里的每个家属都背负着经济和
心理的双重负担，精神时常处在崩溃的

边缘，有时候暴躁起来会忍不住对患病
的亲人又打又骂。”周先华说，家属的压
力与痛苦，她非常理解，所以定期对家
属进行健康宣教。最近，她又着手探索
引入叙事疗法，以更加频繁、规范、系统
的方法舒缓家属情绪，使家属以阳光的
心态、持续的耐心帮助精神障碍患者早
日回归家庭、回归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