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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陂人

人物：

周蔚菁

，车陂北居委会副主任

用“三心”办事，为居民解困忧

人物：

林洁

，车陂北社区“两委”委员，

2019

年车陂街“十佳好党员”

“大孝”注社区，发扬奉献精神

信息时报讯（记者 李丹）

调解家

庭邻里纠纷、为居民排忧解难，车陂

北社区党委副书记、车陂北社区居委

会副主任周蔚菁一直很有爱心、耐心

和责任心。 工作中，她用这“三心”急

群众所急， 为街坊办了

不少实事，关键时刻更

是冲锋在前， 与居民

风雨同舟。

社区工作复杂又

烦琐，家长里短，邻里矛

盾， 负责社区调解工作的

她， 总是抱着一颗爱心、耐

心、 责任心为居民排忧解难。

2017 年 6 月份， 车陂北街 28 号

202 房的冯姨来居委反映， 楼上 2 号

房的 2 至 8 楼住户都共用一条自行

安装的排水渠，上面的污水直排下来

时刚好滴在一楼小吃店的铁皮雨篷

上，“叮叮当当”地响个不停，严重影

地响了他们的休息，希望社区能帮忙

解决。

获悉情况后， 周蔚菁直接到现

场了解情况， 并在大楼门口张贴通

知， 同时亲自上门联系其他业主，

双管齐下召集商议解决方案。 在此

过程中， 因有些业主早已将房屋出

租了， 而有些业主又嫌麻烦不想出

钱整改， 造成工作进展迟缓。 当时

周蔚菁已怀孕 7 个多月， 尽管困难

重重， 但她从未放弃。 从了解情况、

联系业主、 提出解决方案、 监督工

程进度……全程都参与其中。 一个

多月后， 排水管噪音扰民的问题终

于得以顺利解决。

风雨同舟守护居民安全

去年 9 月 16 日， 最强台风“山

竹” 登陆广州前夕， 车陂北社区在

接到台风预警信号后， 全体工作人

员取消休假， 赶回社区。 虽然周蔚

菁还在哺乳期， 但接到加班通知后，

她二话不说立即加入开展台风防御

工作， 分小组在公告栏、 楼道、 物

业等单位派发防御通知， 提醒大家

做好防台风工作。

与此同时， 周蔚菁还亲自到农

田窝棚、 危楼户家中做劝告疏散避

难工作， 上门了解辖区高龄老人、

独居老人、 孕妇等情况。 当巡逻到

32、 59 号大院时， 她发现大部分住

户还没有搬离阳台花盆时， 马上动

员辖区志愿者一起争分夺秒搬离花

盆， 在狂风暴雨面前， 大家没有退

缩， 毅然冒着风雨穿梭在大院每层

楼栋卖力搬离花盆， 最终合力将上

千盆栽搬完。

“为居民群众解决的事情都是小

事， 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丰功伟绩，

更没有可泣可歌的英雄事迹,但有的

是无怨无悔的坚守、 坚持不懈地付

出。 ”周蔚菁说，她作为一名基层党员

干部和社区工作者，将始终抱着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居民群众

排忧解难，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取信于

民、服务于民。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舒曼 ）

“百善孝为先”， 孝敬父母在中华各

种美德中占第一位。 在车陂北社

区， 林洁的孝心尽人皆知。 为了让

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 本住进 32

号大院的林洁一度搬离了大院。 如

今， 为了投身社区的志愿服务活

动， 她再次搬回大院， 把“小孝”

升级为“大孝”， 成为为人民服务

宗旨的坚定践行者。

孝老爱亲传承传统美德

刚满 50 岁的林洁本已到了退

休年纪， 但她退休不退岗。 目前，

她在社区身兼数职， 现任车陂北社

区两委委员、 居民代表、 合唱队队

员、 注册志愿者。

在家中， 林洁是一个孝顺的好

女儿。 据了解， 林洁母亲是一位长

期卧床的老人， 需要人全职照顾。

父亲离世后， 林洁独自一人承担了

照顾母亲日常生活的责任。 为了让

老母亲生活得更加舒适， 她决定搬

回车陂北社区住， 翻新旧房， 亲自

设计家具， 方便母亲日常起居活

动。 平日里， 她除了帮母亲跑医弄

药， 还有服侍妈妈穿衣洗漱、 打针

服药、 倒屎端尿……可谓无微不

至。 日复一日的护理工作漫长而艰

辛， 但林洁认为“百善孝为先”，

丝毫也不觉得辛苦。

志愿为社区大小事务服务

除了照顾母亲的起居外， 林洁

也不忘参加车陂北社区的志愿服务

活动。 据了解， 林洁的父亲是一名

有着 60 多年党龄的老党员， 在父

亲的耳濡目染下， 林洁也成为了一

名党员志愿者， 常年活跃在车陂北

社区大小事务中。

平日的工作中， 林洁负责党员

的宣传教育， 她利用人民日报、 共

产党员、 学习小组等微信教育平

台， 选择学习教育资料。 每天清早

新闻早班车， 下午理论文章、 好的

社区治理经验、 车陂动态等， 都及

时发到党员学习群， 进行每日学习

分享， 两年来从未间断过。

在社区志愿活动中， 不管是河

涌巡查， 还是探访孤寡老人， 或是

学习培训， 林洁都一马当先。 为了

推进车陂北社区微改造工作， 林洁

当起了义务巡逻员， 保障改造期间

小区的安全； 当居民与施工队矛盾

不断， 她主动搭起了

沟通桥梁， 协助社

区干部耐心地做好

解释工作 ； 只要

社区干部打来电

话， 林洁即使在

吃饭， 也会马上

赶到现场……林

洁对社区工作认

真负责的态度， 获

得居民“啧啧” 称

赞。

从 “爱 老 ” 到

“为人民服务”， 林洁在

平凡的生活中将“孝” 演译

为大孝、 大爱、 大义， 为孝道

美德注入了丰富内容和新的活力。

她成就了普通共产党员的不平凡，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挺着孕肚

为居民解矛盾

周蔚菁。

林洁。 信息时报记者 叶伟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