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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村人物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舒曼）

“郭老

师，你来啦！ ”与郭雪峰走在员村街，仿

佛迎面而来的都是他的“熟人”。 郭雪

峰，年过七旬，退休后一直没有闲着：喜

爱写书画画，研究员村文史，更多时候

是在街道、社区或天河公园南门志愿驿

站举办的公益课堂里义务教授孩子书

画课程，因此街坊们都尊称他为“郭老

师”。 近日，郭雪峰告诉记者，这十余年

来他只专心做了三件事： 关于艺术、文

化以及公益的事情。

创办陶然艺舍，带领工友老有所乐

20 世纪 50 年代， 员村曾是广州市

三大新型工业区之一，坐落有广东罐头

厂、广州无线电厂、广州化工厂、广州绢

麻厂等九家大中型国有企业，无数技术

工人在这里艰苦奋斗， 闯出一番事业。

郭雪峰就是其中之一。 他是广东罐头厂

职工，40 多年来钻研微生物行业， 成为

中国柠檬酸发酵工业首批探索者，并荣

获广州市科技进步奖、广州市劳动模范

称号。

2005 年退休后，郭雪峰留在员村生

活，自幼喜爱书画的他终于有了大把时

间采风写生。 由于曾在企业内担当宣传

骨干，他利用一间旧厂房，组织附近国

企工友们，创办老人兴趣团体“陶然艺

舍”，宗旨是“陶醉书山添乐趣，纵情艺

海更欣然。 ”老人们自筹物资，购买宣

纸、笔墨，用书画讴歌祖国河山，歌颂改

革开放，弘扬反腐倡廉正气，鞭挞社会

不良风气。

在郭雪峰的带领下，工友们多次参

加全国、省、市、区级书画大赛，获得奖

项，参与展览，使老人们的业余生活更

添一笔绚烂，不输业内成就。

义务教授书画课，专挑贫困生

在员村，不仅老人们需要抒发业余

才艺的地方，职工子弟们也有书画学习

的需求。 源于一次偶然的机会，郭雪峰

开始举办学生书画班。

有一次，郭雪峰到天河公园散步采

风，看到南门志愿驿站里有一群大学生

在教授孩子写生。 但他发现，这些大学

生都没有书画基础，孩子也学习不到专

业知识。 郭雪峰一时性急，就介入进行

指导。 他几十年的书画经验让在场学生

们心服口服，纷纷邀请他留下授课。 因

此，郭雪峰答应每周末到天河公园南门

担任义务书画老师，这一承诺坚持了十

余年。

自此，郭雪峰的公益教学之路“一

发不可收拾”。 他名声在外，频频受邀于

街道文化站、 社区居委会举办的书画

班。 每当寒暑假，每个机构一周举办两

天课，郭雪峰的课表就排得满满的。 他

还会根据学生学习需要临时“加码”，教

授语文、政治、历史或者摄影知识，让自

己闲不下来。 他的学生也非常争气，屡

次在大赛中获奖，或是作为特长生被名

校录取。

当学生人数太多时，他还会“挑”学

生。“我会优先接收家庭贫困的学生，因

为家庭条件优越的学生可以得到更好

的学习条件。 ”郭雪峰说，这是从他的启

蒙教师身上学到的，“我的老师是著名

书画家麦华三教授，他教我们的时候没

有收钱，我也会传递这种精神，教孩子

书画，也教做人。 ”

钻研员村文史，弘扬工业精神

除了喜爱书画，郭雪峰还对文化历

史兴趣盎然。 在员村居住 40 多年，郭雪

峰亲眼目睹员村经历了“两级跳”的大

变化———20 世纪 50 年代， 昔日默默无

闻的员村，建起轻纺工业区；到了 90 年

代，顺应国际金融城的开发建设，员村

工业区迁出成为金融城起步区，将以全

新面貌登上历史舞台。

郭雪峰非常感慨，认为自己更应该

为员村做点实事。 他去图书馆翻查文

献，去石东村社找寻父老，去整理红专

厂的前世今生，目的就是整理编写“员

村的故事”。 他协助员村家综编辑出版

了《员村文史》丛书，并撰写多篇有关员

村历史的文章在《羊城今古》《广东史

志》《天河党史》等刊物上发表。

“时代在变，员村工业精神不变。 ”

在调研中，郭雪峰认为员村工业文化历

史所铸造的“工业精神”是前人留下来

宝贵的遗产。 他总结了十六字员村工业

文化精神：“独立自主，自立更新，艰苦

奋斗，勤俭建国。 ”他认为，这在今天依

然没有过时，并应大力弘扬。

如今，他带领新蕾小学学生走访红

专厂重走“员村工业路”，去员村小学开

展社会实践课宣讲员村故事，筹办员村

工业文化老照片展览，绘制员村工业写

生画明信片派街坊……为了记录员村

文史，传承工业精神，他不遗余力。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见习记

者 麦思容）

为让高楼层居民上下楼更

便利，她多方协调，促成电梯顺利加装；

为解决因停车费暴涨引起的矛盾纠纷，

她讲理讲法，成功说服开发商降下超一

半租金； 为提升老年人生活的幸福感，

社区率先申请长者饭堂、在社区办起长

者生日会……她就是天河区员村街山

顶社区党总支书记、 居委会主任刘丽

华。

在日常工作中，她立足于自己的岗

位，带领社区“两委”班子积极探索，围

绕居民反映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用

党建促进社区议事平台，形成了党建引

领、多方联动、群众参与的共建共治共

享社区发展格局。

为民排忧 促成老楼加装电梯

2010 年 1 月，刘丽华调岗到员村街

山顶社区担任居委会主任。 为增加居民

建设社区的参与度，她建立起社区民生

议事会制度，邀请社区党员代表、群众

代表一起参与民生大小事讨论。

辖内福金莲小区 140 号楼共十层

高，许多住在高层的老人日常出行非常

不便。 了解到业主们迫切希望加装电梯

的需求后，刘丽华为加装电梯提供政策

讲解、沟通调解等各项帮助。2018 年，在

征得该栋楼 2/3 业主同意后，该小区申

请到了天河区规划局发放的加装电梯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但是，这一本意

改善民生的工程，却遭到了部分业主的

阻挠。 为此，刘丽华引导反对方进行行

政复议，经多方努力，终于使得工程得

以推进。

刘丽华回忆道，该电梯于 2019 年 1

月 24 日投入使用。“那天，一些业主拿

着电梯钥匙激动地流眼泪，住在高层楼

的老人终于能轻松下楼走动了。 ”

改造环境 建设垃圾分类样板

2018 年，山顶社区辖内的天一庄小

区因容貌整洁、 垃圾分类准确到位，被

评为天河区垃圾分类样板小区。 谁曾

想，在早几年前，该小区楼宇公共卫生

环境让人不满。

“以前，小区每栋楼都摆放垃圾桶。

到了夏天，楼道间的气味难闻。 ”接到居

民诉求后， 刘丽华在居民议事会上建

议， 大家统一把楼层中的垃圾桶拿下

来，将原垃圾房进行升级改造；与此同

时， 在小区设置垃圾集中分类收集点，

并提倡居民加入垃圾分类行列。 最初，

部分居民对此建议并不理解，甚至声称

要把垃圾放到居委会门口。 也有居民认

为，把垃圾带下来会增加电梯费用。 为

解决居民疑虑，刘丽华和同事们加班加

点，积极做好解释宣传工作。 同时，她还

发动辖内党员、热心群众、志愿者开展

大扫除及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引导居民

树立环保理念。

功夫不负有心人。 刘丽华的宣传工

作，最终取得良好成效，垃圾房升级改

造等项目得到居民们的理解和认可。 垃

圾房、 绿化升级改造等项目落地后，小

区面貌焕然一新。 贴心的是，考虑到许

多业主早上扔完垃圾后就急着去上班，

手脏没地方洗，刘丽华还建议在垃圾桶

旁边设置小洗手池。

敬老爱老 为长者过生日建饭堂

据了解， 社区 60 岁以上的老人颇

多，由于子女忙于工作等原因，一些老

年人得到精神慰藉和生活照料极其有

限。经广泛征求意见建议，2017 年，刘丽

华每季度为 60 岁以上的社区长者举办

一次生日会，社区组建自己的文艺队来

助兴表演，过生日的老人还可以收到来

自居委会的小礼物。 在刘丽华大力争取

下，社区还率先创办长者饭堂，她时常

去了解老人对饭菜的需求和建议，并及

时反馈给经营商，让大家吃上营养的可

口饭菜。

刘丽华为居民们所做的，远不止这

些。2017 年 6 月，刘丽华接到群众反映，

称小区停车费由 600 元/月涨到 1800

元/月。 接报后，刘丽华马上召开社区议

事会，让业主代表和开发商一起协商此

事。 她带领工作团队，从涨价依据和产

权归属两个问题着手，不停地找各个部

门寻求解决方案。 经过三个月的努力，

开发商终同意将停车费降到 1000 元

（目前已经降至

750

元）

。 刘丽华长期扎

根基层一线，在她的眼中，这一切均是

她应该做的，“作为一名基层党代表，也

是社区党组织书记， 把社区工作做好，

让党徽在社区中闪光， 为群众排忧解

难，用心做好社区的‘当家人’是我的职

责”。

人物：

郭雪峰

，曾获广州市劳动模范、广州市科技进步奖、广州市铜牌义工、天河好人

爱书画钻文史乐奉献，退休只做三件事

人物：

刘丽华

，天河区员村街山顶社区党总支书记、社区居委会主任

为民排忧解难 做好社区当家人

郭雪峰退休后， 常常会去天河公

园南门义务教孩子画画。

信息时报记者 卢舒曼 摄

刘丽华表示，自己的职责是

用心做好社区的“当家人”。

信息时报记者 崔小远

见习记者 麦思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