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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东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元宵迎春游园活动上， 引导居民

玩游戏的志愿者群体中，有她；预

防登革热高峰期时， 到楼宇顶楼

翻盆倒罐的工作人员中，也有她；

协调居委、 入户开展宣传走访工

作的，还有她……她是王辉，家住

江屋竹园，今年 55 岁，是天平架

社区居委会的兼职委员。 而今，她

的社区义务服务之路， 已走上了

第 11 个年头。

活跃社区服务第一线 11载

搬运物资帮忙维持社区活动

现场秩序、 协助居委入户走访、

上门宣传登革热预防知识……这

是王辉多年来的日常工作。 连续

4 届担任社区居委会兼职委员的

她， 坚持做的这一切， 凭的全是

一颗热心。 “在外面， 我不太爱

说话， 所以大小事都乐意多做

些。”

王辉是一名家庭主妇。 家庭

生活中， 她主要负责操持家务大

小事。 到了 2008 年左右，孩子稍

大些，热心社区事务的她，就挑起

了居委会兼职委员的担子。 居委

会大小事，她都愿意协助，贡献一

份力量。

特别是每年登革热高发季，

王辉会扮演起宣传员的角色，不

仅上门宣传登革热防控知识，还

会上手清理闲置花盆花架。 天平

架社区内， 部分高层楼宇没有电

梯。 不嫌累、不怕麻烦的王辉，坚

持爬到顶楼检查，清理积水，做好

登革热防控工作。

凡事积极主动的她， 是居委

会工作人员们最放心的好帮手。

提起她， 天平架社区居委会主任

龚敏维更是赞不绝口。“前两天刚

调岗到居委会工作时， 就是辉姐

带路到江屋竹园， 逐家逐户上门

摸查。 ”龚敏维介绍，开展社区群

众文化活动时，只要有需要，王辉

二话不说， 都会第一时间主动出

现在现场，协调居委会开展活动。

“比如上次的元宵游园活动，绝大

多数居民们来到现场， 是体验游

园的乐趣。 辉姐来到现场后，见现

场工作人员人手紧张， 她主动帮

忙引导秩序。 很多次，她都是有什

么需要帮手的，她就做什么。 ”龚

敏维称。

照料长辈不曾远游

服务社区的工作琐碎繁杂，

但王辉乐在其中。“经过大家的努

力， 现在社区的治安好， 环境也

好，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心情很

舒服。 ”近年来，身边越来越多的

朋友退休赋闲在家后， 王辉收到

的外出游玩邀约也逐渐增多。 相

比外出游玩叹世界， 她更愿意多

花些时间陪伴 81 岁的母亲与 98

岁婆婆。“父母在，不远游。 过年

时， 女儿说带我出国玩， 我也没

去，放不下老人。 ”

两位老太太都选择独自居

住，但她们毕竟年事已高，买菜做

饭多有不便。 王辉每天收拾完家

务，忙完社区服务工作，都会及时

赶到老人家里陪伴她们。 在母亲

家中，王辉陪老人聊天，帮老人买

菜打扫卫生。 事情虽然简单，但连

接其中的母女、 婆媳亲情却分外

温馨可贵。“作为子女，希望我能

尽自己所能照顾好老人。 ”家庭观

念极强的王辉如是说。

善良热忱 她书写马路情缘

信息时报讯（记者 崔小远）

“平凡

岗位，也有奇妙故事。 ”这是沙东街环

卫工人肖卫平的写照。 辛勤劳作的她，

每天行走沙东街巷巡岗， 不放过任何

乱丢弃的垃圾， 是扮靓街容街貌的马

路天使。 热情善良的她，因一段特殊的

马路救助， 书写一段难忘的跨国寻亲

情缘。

随手将垃圾归位 扮靓美丽沙东

肖卫平 2005 年 2 月入行， 每天在

范屋、陶庄一带干着捡拾垃圾的工作。

一根长夹、一个铲子是她的日常工具。

“在我们这个岗位， 不能只看人看，更

要带头做。 ”在街巷巡岗检查时，只要

发现地面有乱丢弃的生活垃圾， 她都

会顺手夹走，将垃圾归位，并清理干净

地面。

在肖卫平眼中， 环卫工是份充满

荣誉感的工作。“虽然我们的工作是清

扫垃圾，但丝毫没有被人看不起。 ”肖

卫平称， 环卫工是一份只要愿意真诚

付出，就会有收获的工作，领导们的肯

定与支持，政策上的照顾关爱，更是给

足了坚持干下去的信心。“个人能力有

限， 环卫工就是最适合我的工作。 现

在，干环卫干了这么多年，如果这份工

作不好的话，我早跳槽了。 ”

曾在马路上结下一段寻亲情缘

入职沙东街以前， 肖卫平曾负责

燕塘一带道路清扫。 在那里，善良热忱

的她，还曾捡到过一名弃婴。“完全没

想到，在我身上，会发生这么戏剧性的

故事。 ”肖卫平回忆称，这名小婴儿被

发现于 2009 年 11 月 6 日的下午。 当

时， 她在燕岭路基督教公墓周边清扫

路面。 路边树下一团显眼的衣物，立马

引起了她的注意。 当她上前整理丢在

地下的衣物时， 看到了令人诧异的一

幕———衣服内裹着的竟是一个小婴

儿。“当时，婴儿光着身子，被一件男士

绒衣包着，身上还有黑色胎便，是个刚

出生不久的孩子。 ”

肖卫平马上暂停手头上的工作，

赶紧将孩子带回了家， 帮孩子擦洗干

净身子喂饱， 并嘱托家人照看孩子之

后，肖卫平又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中。 照

料了几天后， 市福利院正式登记接收

了小婴孩。 以后的几年，她曾尝试打探

过小孩儿的下落，想再看一看孩子，但

都没有明晰的结果。“因为小孩儿身体

有先天性缺陷，总担心他。 ”

直到 2016 年，从环卫同事手中接

过一份跨国寻亲传单后， 肖卫平总算

等来了小孩儿的音讯。“这孩子不就是

你当年捡到的那个吗？ 他和家人在燕

岭路发传单，来找父母了，来找你了。 ”

同事的话语，肖卫平印象深刻。

看到寻亲单后， 肖卫平内心五味

杂陈。 寻亲单上，孩子的年龄信息、身

体特征， 被捡地方、 收养福利院等信

息， 与自己当年所捡婴孩信息完全一

致。 肖卫平断定，来寻亲的孩子，便是

当年自己所捡的小孩。 从寻亲单上，肖

卫平得知，小孩儿尚在人世，被一对荷

兰夫妇领养。 身体已治愈的他，特别希

望能与亲生父母见上一面。

遗憾的是， 等肖卫平看到这张寻

亲传单时， 来中国寻亲的小孩一家已

离开广州归国。 好在寻亲单上留有微

信二维码，肖卫平通过微信，和小孩家

长取得联系， 讲述了小孩被捡的这一

段故事。

2018 年，小孩、养父母、弟弟一家

人又一次来到中国寻亲， 并联系到肖

卫平“认亲”。 肖卫平还带着男孩一家

到广州各大景点游玩。 看到小孩礼貌、

健康、懂事，肖卫平特别欣慰开心。

据肖卫平介绍， 做环卫工 10 多

年，见过诸多人生苦乐，完全没有想到

能有这么一段马路情缘， 这是份与爱

有关的难得人生奇遇。 而今，帮孩子寻

找到家人是肖卫平最大的心愿。“孩子

特别懂事，对亲生父母没有任何怨恨。

人物：

肖卫平

，

45

岁，沙东街环卫站环卫工人

睦邻热情 她是社区好帮手

人物：

王辉

，

55

岁，沙东街天平架社区居民

王辉一直在社区服务一线帮忙。

信息时报记者 崔小远 摄

热情善良的肖卫平， 曾在燕岭

路捡到过一个小婴儿。

信息时报记者 崔小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