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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牌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唐硕）

1997年，

赵艳华从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

在东莞担任初中语文教师。 作为一个

语文老师，赵艳华教学生读书写作，自

己也笔耕不辍。 她先后在《东莞时报》

《广州文艺》《美文》《中国妇女杂志》等

报刊杂志上发表作品约十几万字。“我

在中原乡村长大，后来到广东求学、工

作，身上南北文化交织，我的小说散文

写作，题材多取自家乡和童年。 ”赵艳

华说。

2005年，赵艳华回到母校深造，读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毕

业后， 她应聘至广州市第一一三中学

当高中语文教师。 高中语文教学工作

繁忙， 尽管不像以前一样有空闲时间

写作， 但她依然利用自己的阅读和写

作心得去指导学生的语文学习。

教学生写小说

尽管高考作文大多

是议论文的形式， 但赵

艳华在教学生们写

作时却不拘泥于这

一个文体，她每周会

给学生们布置一次

周记作业，学生们可

以自由发挥， 写诗

歌、 小说、 散文、时

评，甚至发牢骚。 在

这些周记后面，赵老

师会一一点评，给出

意见，与学生们分享自己的心得。

有时候， 赵老师会限定周记的内

容。“有一次，我的周记要求是创作一

篇小说，不限主题，只有一个写作技巧

要求， 就是小说的情节里必须出现明

暗两条线索。 ”学生们对这项作业的热

爱程度令赵艳华始料未及：“有些表达

欲望很强烈的学生甚至会熬夜写小

说，动辄洋洋洒洒上万言。 后来我就限

定了字数，一篇周记不得超过2000字，

也不许‘埋坑’，必须要完篇。 ”这才稍

稍“遏制”了学生们的创作欲望。

赵艳华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

象：“男孩子们大都写科幻、 战争、武

侠，女生们主要写爱情、生活、社会，两

者泾渭分明，性别差异很明显。 ” 谈及

让学生们写小说的初衷， 赵艳华说：

“学生们自己尝试写小说，一会激发他

们的‘创造欲’，二也能使他们更容易

透过表面的文字， 读懂作者谋篇布局

的匠心， 这对高考小说阅读有莫大的

益处。 ”

推广名著阅读

工匠杯初赛有两场笔试， 两场的

压轴题都是作文， 其中一篇是关于名

著阅读推广。 而这正好是赵艳华一直

在做的事情， 而且做得颇有心得， 在

广州市第一一三中学工作的这段时间

里， 赵艳华的阅读范围大多停留在外

国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古代

文学、 中医以及心理学等范畴。 赵艳

华担任班主任的班级图书角里放着都

是她的藏书。

“我对学生的阅读引导， 也是分

梯度循序渐进的。 我会引导他们从

一开始比较简单的 《平凡的世界》

《活着》， 逐渐过渡到 《月亮与六便

士》 《棋王》 等比较生疏但相对有

趣的作品， 等到学生真正入行， 再

给他们介绍博尔赫斯、 马尔克斯、

黑塞、 卡夫卡、 陀思妥耶夫斯基等

人的著作。” 赵艳华说。 她也把这段

教学经历写在了工匠杯的笔试答案

中。

“大概是得益于我从未停止阅读

和思考， 在这场压力巨大的比赛中，

我能侥幸胜出， 拿到第一名。 所以，

我要感谢语文组老师们的支持， 更要

感谢人生， 感谢自己———语文即人

生， 虽然我那么平凡、 琐碎、 操劳，

可是我的心胸里， 依旧可以藏着一首

诗。”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舒曼 ）

文能

写文件、录数据、做报表；武能巡街巷、

解疑难、化矛盾，这是一名社区基层干

部的工作写照。 从退伍至今 14 年来，

孙明芳都在石牌街道下辖社区居委会

工作。 来自江苏的她早已把石牌当成

自己的家，把街坊当成自己的家人。

发动临街商铺集资修路

2004 年退伍后， 孙明芳便来到石

牌街东城社区居委会任职， 成为一名

社区基层工作者。 在部队里锻炼成爽

朗干练性格的她， 面对社区一堆琐碎

事， 直言非常不习惯。 不过有一点共

通的是， 在部队和社区里都是“不分

男女”， 同样的工作大家一起干。 孙

明芳在东城社区里担任城管专干， 身

为女生同样要巡查街巷， 检查卫生，

遇到不配合的档主也要挺起腰板讲道

理。

经历几年的沉淀， 孙明芳晋升为

松岗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开

始了独当一面。 她明白到当主任比当

专干除了要更加细心， 还要站在更高

的高度看待事物。 在 2014 年，孙明芳

发现龙口东横街路况比较差， 一到下

雨天， 短短几百米的街巷就变得坑坑

洼洼，造成居民出入不便。

为了彻底解决这一状况， 孙明芳

仔细思考，发现该路是一条军事通道，

不在红线范围内，不是市政路，也不属

于任何一个单位管辖范围。 在这样“三

不管”的局面下，要找人出资修路基本

不可能。 她看到龙口东横街周边有酒

店、学校、商铺、住宅区，便想到让周边

单位集资修建。

因此， 孙明芳一遍又一遍地出入

周边单位， 以一己之力去说服单位负

责人挑起“公心”的责任。 周边单位纷

纷被这年轻的居委会主任感动， 齐心

协力解决了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说到

这一功劳的归属， 孙明芳只是摆摆手

说：“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

解决困难成为大家“好主任”

在社区工作时间久了， 孙明芳逐

渐把社区当成自己的家， 把居民当成

亲人。 逢年过节，她会想到一些孤寡、

独居老人没有亲人在身旁， 便组织包

饺子、包粽子等传统美食活动，让大家

聚在一起感受节日气氛。 居民一有困

难，也第一时间想到“孙主任”。

松岗社区龙珠楼从 2009 年开始，

由于物管公司不作为，小区管理较差，

与居民之间不断发生矛盾。 一些热心

居民自发成立居民自治小组， 与物管

公司商议退场问题， 但对方一直拒绝

退出。 2011 年， 孙明芳到松岗社区任

职，居民便开始求助于她。 孙明芳了解

到，该物管公司属于开发商旗下公司，

因此她主动约谈开发商老板， 让他认

清形势，及早退场，避免因居民拒交物

管费造成更大亏损。 开发商老板被她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态度打动， 终于

松口表示愿意退场。 至此，5 年调解告

一段落， 居民给孙明芳送上了一面锦

旗。

如今，在龙口花苑社区，孙明芳依

旧很忙———忙着协调旧楼加装电梯事

件，低层住户与高层住户发生的矛盾；

忙着巡查石牌街各社区中最长的一条

猎德涌河段。 孙明芳认为，社区工作就

是“人”的工作，只要社区工作者学会

换位思考，运用爱心、耐心和细心地与

居民交流，“就算再不讲理的‘冰山’，

也会被你的热情融化。 ”

人物：

孙明芳

，石牌街龙口花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天河区第九届人大代表。

热情服务赢赞赏，耐心爱心满社区

人物：

赵艳华

，广州市第一一三中学语文老师，

2018

年获得天河区教育局工匠杯高中语文组一等奖。

语文即人生 人生如诗歌

甘愿平凡又心有诗书的赵艳华。 受访者供图

孙 明 芳 从 基

层做起 ，服务社区

已有

15

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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