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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构建市社会组织服务枢纽网、他扎根殡葬一线服务工作、她把孤儿视为己出

市民政系统3人获“市劳模”等称号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黄艳 通讯员 廖培金

他们都是在平凡的岗位，做着

一份平凡的工作。

广州市社会组织联合会秘书

长焦杨，盘活广州市社会组织的资

源、能力，探索公益创投“广州模

式”， 大力构建广州市社会组织综

合服务枢纽网。来自广州市殡葬服

务中心的司马辉芳则扎根殡葬“服

务员”的工作，守护骨灰的安全，做

好每年遗体火化服务工作，他还用

了3年时间去梅州扶贫。 而来自广

州市社会福利院的谢东芝，在孤弃

儿童护理岗位上一干就是17年，她

致力于提高留置针穿刺成功率，她

整夜守护在被遗弃孩子的病床前

……

来自不同的行业， 不同的岗

位， 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称

呼———广州市劳动模范（广州市先

进工作者）。

【广州市社会组织联合会焦杨】

构建市社会组织综合服务枢纽网

焦杨是广州市社会组织联合会

（以下简称 “广州社联”）

秘书长、 广

州社联新闻发言人。 她带领团队先后

承办了广州市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

动、 广州市社会组织等级评估、 广州

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评估等多个专项

服务项目。 据了解， 广州市目前登记

注册社会组织约 8000 个， 广州社联

单位会员 447 家， 个人会员 39 个。

焦杨负责秘书处 9 个部门， 对接 10

个广州社联专业委员会、 12 个内设

机构和 12 个战略合作伙伴， 带领广

州社联以党建引领各项业务工作开展

及激发会员和其他社会组织参与社会

治理有关工作。

在具体工作中， 焦杨所在的广州

社联携手 6 家单位联合发起成立市社

会力量防灾减灾救灾联盟， 设立专项

基金， 推动社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

设， 联盟荣获“中国慈善联合会 2016

年度卓越合作伙伴” 称号。 发起成立

广州社联困境儿童关爱委员会及困境

儿童关爱中心， 发布“成长道路， 相

伴童行” 项目， 为全市 100 名困境儿

童遴选结对帮扶对象。 连续 3 年举办

广州市社会组织慈善拍卖会， 动员社

会力量参与扶贫济困等。 在资金方

面， 与市慈善会设立市社会组织发展

基金， 搭建资助社会组织发展捐赠平

台。 设立广州社联镇泰慈善基金、 公

益护航基金和困境儿童关爱基金 3 个

专项基金， 资助社会组织公益慈善项

目、 宣传等， 促进社会组织广泛参与

公益慈善活动。

焦杨这些年带领团队， 在社会组

织培育方面， 做强社会组织公益创投

项目。 承办四届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

动， 积极探索公益创投“广州模式”，

推动为老助残、 救助帮困等 697 个民

生项目有效落地， 引导社会组织服务

基本民生保障， 成功将工作经验运用

于“广州街坊”、 越秀“越民生微心

愿”、 佛山南海社会建设创新奖励等

项目， 有效提升广州公益创投的影响

力。

【广州市殡葬服务中心司马辉芳】

扎根殡葬一线“服务员”工作

司马辉芳现任广州市殡葬服务中

心殡仪服务部副部长， 进入民政系统

11年来，先后在火葬服务部、殡仪服务

部等殡葬工作一线和梅州开展扶贫双

到工作，入职以来，任劳任怨，服从组

织工作安排，扎根一线做好“服务员”。

2008年12月， 司马辉芳通过公开

招聘进入广州市殡葬服务中心工作。

入职时，他克服心理上的障碍，虚心向

殡葬行业老前辈学习， 热心钻研殡葬

业务。每年清明期间他都放弃休息，主

动与上级安保部门对接， 对清明拜祭

场地进行合理功能分区， 对拜祭人群

进行有效出入控制， 完善各类服务便

民措施， 遇到急难险重工作总是能第

一时间赶到现场， 拼搏在服务群众第

一线， 确保清明大忙拜祭群众的接待

工作安全。在日常安保工作中，注重采

取“人防+物防+技防+联防”的方式，

率领保安队伍与各部门通力合作，保

障该处寄存的寄存骨灰安全。

2016年， 他被选拔为殡仪服务部

副部长。 该部门年处理遗体是全国单

馆处理遗体业务量最大的殡仪服务单

位。 在新的岗位上，他深入班组一线，

熟悉每项殡仪服务流程。在工作中，见

到意外死亡对亲属造成的巨大悲痛，

他坚持换位思考， 和职工一起用敬业

的态度提供专业服务， 抚慰办丧群众

的悲伤情绪。同时，为维护殡葬专用设

备设施安全，他和同事们并肩奋战，加

班加点，加强巡查，维护维修，及时维

护更新老旧设备设施， 保障业务工作

正常开展，扎扎实实做好“服务员”。

2013年， 司马辉芳受市民政局委

派， 赴梅州市参加广州市对口帮扶第

二轮扶贫开发工作， 担任扶贫工作队

队员。 据了解，广州对口帮扶梅州145

个贫困村，分散在7个县、57个镇，分布

地域广，帮扶任务十分艰巨，经常需要

深入贫困山区进行工作调研， 开展各

项统筹协调工作面对高标准、 严要求

的扶贫工作，他没有轻言放弃，而是俯

下身心，从头学起，在短时间内迅速熟

悉了工作内容，掌握工作方法。

司马辉芳在梅州进行了3年的扶

贫，远离繁华都市，不能照顾年迈多病

父母和仅3岁的幼子。 功夫不负有心

人，经过努力，助力广州帮扶梅州145

个贫困村、16984户贫困户顺利完成脱

贫任务，当地群众收入大幅增加，村容

村貌显著改善。 在2013至2015年的全

省考核中，帮扶工作连续3年被省评为

“优秀”等级。

【广州市社会福利院谢东芝】

把孤弃儿童当作自己的孩子

36 岁的谢东芝早在 2002 年 7 月

开始就从事孤弃儿童护理工作， 成为

广州市社会福利院孩子们的“妈妈”。

回忆起到市社会福利院工作的机缘，

她说， 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在 2001

年 12 月，她通过投递毕业实习简历来

到了市社会福利院， 在目睹孩子们懵

懂天真的笑脸后，她的内心深受触动，

开始认真考虑从业选择。2002 年 7 月，

年仅 20 岁的谢东芝以优异成绩毕业

于广州卫校， 婉拒了数家三甲医院的

聘请， 选择前往地处市郊的市社会福

利院， 成为一名普通的孤弃儿童护理

员。

2006 年， 谢东芝怀上了期盼已久

的孩子，但胎儿在孕 24 周时被诊断为

先天性室间隔缺损。 正是因为失去了

一个孩子， 谢东芝更加心疼市社会福

利院的孤弃儿童， 想起新入院患有先

天性心脏病的小明

（化名 ）

，想起先天

性肛门闭锁小花

（化名 ）

，她的泪珠在

眼眶里打转， 这些孩子与她建立了深

厚的情感依赖，孩子们不想离开她，她

也离不开这些可爱的孩子。于是，谢东

芝对家人劝导道：“市社会福利院的孩

子们有的是早早失去了家人， 更多的

是家人无奈之下的选择。 他们来到市

社会福利院，我就是他们的妈妈。 ”这

一番朴实的话语，说服了家里人。

2007 年 10 月，市社会福利院新收

入院了一名孩子，名叫德德

（化名）

。德

德患有单心房单心室先天性心脏病，

即便是最轻微的感冒、 腹泻都可能夺

去他脆弱的生命。鉴于德德病情危急，

他很快被安排住院进行手术。手术后，

在德德昏睡的夜里，谢东芝彻夜未眠，

她细心地给德德洗脸、喂水，呼唤他的

名字，期盼他早点苏醒。隔壁病床的家

属看在眼里， 忍不住关切地说：“不用

担心，你家的孩子一定会醒过来的！ ”

谢东芝笑着答谢， 并告知德德并不是

她的孩子。在了解情况后，隔壁家属听

到后又感动又觉得不可思议。

手术后苏醒过来的德德常常因为

身体不适而哭闹， 谢东芝十分担心孩

子哭闹诱发心衰， 于是时常将德德揽

入怀中轻声安慰， 一抱就是四五个小

时，“抱婴手” 这种母亲独有的疾病也

随之而来，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她的

双手都隐隐作痛使不出劲。 同事朋友

都说她一根筋，谢东芝却说：“德德，是

我的孩子，他住院手术了，我当然要照

顾他。 ”在谢东芝的精心护理与耐心养

育下，德德健康状况有了明显好转，挺

住了一次又一次的心脏重构手术，重

获了生命的曙光。 在 2012 年，德德被

爱心家庭收养。

广州市劳动模范焦杨。

广州市先进工作者司马辉芳。

爱国情 奋斗者

广州市先进工作者谢东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