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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牌人

人物：

江浩然

，天河区石牌街城管执法队团支部书记，

2018

年被评为“天河好人”

勤恳“跑街人”是名好党员

□

信息时报记者 陈子垤

江浩然，是天河区石牌街城管执法

队团支部书记。 据了解，江浩然所在的

石牌街执法队团支部获得“青年文明

号”称号、2017~2018 年度广州市五四红

旗团支部、2018~2019 年度广东省五四

红旗团支部。 而江浩然也曾获得团市委

“优秀团员”称号。 此外，他还是“天河好

人”。 而在近日，他刚刚被评为天河区优

秀共产党员。

兢兢业业，一天工作近 15小时

江浩然来自湖南，今年 32 岁。 2010

年之前， 他在北京一所民办大学任职。

2010 年初，他从北京来到广州，考入石

牌街执法队，如今在城管岗位上已工作

9 年多了。

刚入职时，江浩然主要的工作为市

容巡查， 对分配给自己的网格片区负

责。 讲到城市管理中政府颁布下达的各

项规定，江浩然了然于心。 不久，他调入

内勤，开始负责处理石牌街辖内的城市

管理投诉案件。

城管的岗位有许多种，市民经常看

到城管在烈日下上街巡查， 属于外勤，

而内勤岗也不轻松。 江浩然每天的工作

是负责市容信访、部门协调、通讯报道、

流浪乞讨救助、团建等。 此外，他还组织

开展各项维护城市环境的活动和普法

活动， 向市民发放城市管理的宣传资

料。

目前江浩然是石牌街执法队的团

支部书记， 也是执法队督查组组长。

“一般上午 8点半上班，到晚上 10点 45分

下班。 ”他除了要做好内勤工作外，还要不

定时出去街面上巡逻查岗， 看看其他队员

有没上岗、有无违纪行为。“有时候下班

晚了，没有地铁，那就只能在办公室过

夜了。 ”江浩然说，他们中队的上班模式

比较特殊，“一年 365 天 24 个小时都有

人在岗值班的。 ”

成为正式党员不到一年评为

“优秀党员”

江浩然坦言，“我们对待有违规行

为相对人，有教育机会，教育后还违规，

那只能暂扣东西罚款了。 ” 江浩然说，

“但是扣人家东西人家又会黑着脸来骂

你，有时没脾气被逼出了脾气，有脾气

的反而被逼得没脾气了。 这就是城管的

工作。 ”

江浩然说，“做好一件是小事，做错

一件是大事，不容半点闪失，所以要求

自己尽心尽责做好工作的每一件事。 ”

以前电脑城兴旺的时候， 石牌街上的

“走鬼”是很多的。而随着

电脑城转型之后，“走鬼”

基本已经没有了。现在城

管的工作主要在管理共

享单车、垃圾分类、在建

工地、户外广告等，“其他

还有的就是涉及城管协

助管理的。 ”

记者了解到，江浩然

在 2015 年写入党申请

书，2017 年成为预备党员，2018 年 10

月份成为正式党员。 近日，成为正式党

员不到一年他就被评为“天河区优秀共

产党员”。

热心公益，获得“天河好人”称号

工作之余，江浩然是一个热心公益

的人。 今年六一儿童节前夕，“从社工

那边得知有一个兴宁的小女孩，是贫困

户，说她的心愿是要一个新书包。 ”已为

人父的江浩然看到后立即花了 200 元

买了一个新书包快递了过去。 让江浩然

没想到的是，几天之后他收到小女孩的

感谢信，从区里转到街道，再转到他手

里。“做这个事情其实很简单，就能满足

小孩的心愿，我心里是很高兴的。 ”

江浩然说，自 2010 参加工作以来，

最令他满意的是帮助市民做了很多好

事。2012 年 7 月在石牌东路，一名 10 岁

男孩与家长走散，江浩然与守点队员通

过对讲机呼吁周边守点队员密切关注

寻找家长， 并及时协调公安介入处理，

后经多方协调将小孩平安送至家长身

边。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今年 6 月，江

浩然负责协调，由其他队员负责落实的

送走失走散儿童回家 30 余宗， 护送迷

路老人 30 余宗， 紧急救助市民 50 余

宗，协调处理酒醉人员 25 次。2018 年江

浩然被评为“天河好人”。

人物：

何洁玉

，广西桂林人，广州市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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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地理老师，

2018

年获天河区“工匠杯”教师技能大赛高中地理组一等奖

学好地理就是学会“看图”

□

信息时报记者 唐硕

何洁玉 2012 年从湖南师范大学人

文地理学硕士研究生毕业，任教高中地

理学科。 在 2013、2014、2017、2018 学年

担任天河区地理中心组成员，曾参加天

河区第一届高中教师命题比赛获二等

奖；指导学生参加“2017 年第五届广州

市中小学生地理户外综合实践活动”，

获得广州市高中组二等奖；2018 年获

天河区“工匠杯”教师技能大赛一等奖。

学好地理离不开图文结合

何洁玉担任班主任的高三 7 班今

年 6 月刚结束高考，谈及带高三毕业班

的压力，何洁玉表示：“地理这科是‘文

理交融’，出题可谓是‘天马行空’，学生

又时常会缺少对地理事物的感性认识，

需要结合地图、图片，用直观的方式帮

助他们理解抽象的地理原理。 ”

除了利用好高中地理教材中丰富

多彩的插图和地图册外， 日常教学中，

何洁玉还经常从《中国国家地理》《世界

地理》《华夏地理》 等权威杂志上“扒

图”，与教材配套使用，使教材内容的呈

现更加形象、生动。“比如说学到区域地

理北美一章时，我会给学生展示北美局

部地区的特殊地势地貌、 交通线路、自

然景观等示意图，当学生们发现与自己

原本印象中的不一样时，会打破常规认

知， 认知冲突反而会帮助他们加深记

忆，也利于培养学生的区域认知和地理

实践力”何洁玉说。

如何学好高中地理？何洁玉认为地

图是学习地理的重要工具，不论是自然

地理还是人文地理，采用图文结合的方

法才能更好地认识、理解和掌握各种地

理事物和现象、地理规律和原理，使地

理易懂易学、好记好用。

参加工匠杯实属意外， 感谢

“师傅”提携

“其实我是那种不善于主动的人，

这次比赛报名是开学初备课组长会议

的时候， 我的组长廖慧明老师在我不

知情的情况下，帮我报的名，她很自

信地说我知道了一定会同意的，于

是我只能同意了。 ”何洁玉回忆到报

名参加工匠杯时说到：“如果没有廖

老师的报名，我可能就不会参加了。

所以我很感谢她常在我犹豫的时候

推我前进、给我信心。 ”

报名后，何洁玉投入到了备战阶

段，功夫不负有心人，她最终获得了工

匠杯高中地理组第一名的好成绩。“获

奖得益于日常教学、科组沟通和教研活

动的学习与积累。 ”何洁玉总结获奖的

过程如是说道：“工匠杯第一环节是教

育教学知识和专业知识的笔试， 第二环节

是 15分钟的无学生课堂教学。不管那个环

节的内容，都是我们天天在做的事情，可

能是因为现在任教高三，每天主动或者

被动接触的题目和涉及的知识点比较

多，所以在比赛中拿到考题，可以更容

易上手。 ”

何洁玉是广州市第一一三中学高

中地理科组里最年轻的老师， 她有两

位“师傅”， 都是同科组的老教师。

“她们毫无保留的传授、

不厌其烦地指导以及地

理课组融洽的沟通交流

氛围， 同事的帮助才有

我的成长， 她们一句话

的点拨、 启发， 远远胜

过自己从零开始的摸

索。” 何洁玉认为教学

是一门有缺憾的艺术，

任何一节好课都不可能

尽善尽美， 能做的唯有

不断改进。

“获奖后我感受到

这份荣誉不仅是褒奖和

肯定， 更多的是它所包

含的期望和信任， 让我

多了一份责任和压力，

它鼓励 、 鞭策和提醒

我， 要不断向前， 不能

懈怠。” 何洁玉说。

江浩然

在石牌街执

法队的岗位

上已工作

9

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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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洁玉认为， 任何一节好课都

不可能尽善尽美， 能做的唯有不断

改进。 信息时报记者 唐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