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纸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陈亚萍。 信息时报记者 林茹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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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加装电梯 她发动党员成立互助队

人物：

陈亚萍

，纸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人物：

汤兆祥

，纸北社区专职党务副书记。

70

多岁的老党员汤兆祥。

信息时报记者 林茹彬 摄

信 息 时 报 讯

（ 记 者 林 茹 彬 ）

2009 年 1 月 1 日，

陈亚萍正式来到

南石头街工作 ，

至今已经 10 年。

10 年里， 前 4 年

她在南箕和泉塘

负责计生工作 ，

繁重的计生工作

和任务让她成长

起来， 独当一面。

2014 年 2 月 至

2019 年 7 月， 陈

亚萍在邓岗任社

区书记、 居委会

主任。 2019 年 7 月至今， 陈亚萍担任

纸北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 在

纸北社区短短三个月期间， 她深入了

解纸北社区的居民特点， 以党建为抓

手， 带动党员， 在党建引领下做好社

区工作， 深受社区居民的好评。

加装电梯有困惑？

成立志愿协调互助队

陈亚萍来到纸北社区后， 认真做

了一次居民走访和调研。 她发现， 纸

北社区是一个“熟人社区”， 居民都

是纸厂的退休职工， 大家都是相识数

十年的老熟人， 在生活上都非常愿意

交流， 互通有无， 互相帮助。

由于纸北社区大部分是旧楼， 住

户也是老人居多， 所以加装电梯的需

求很大。 当广纸片区第一台电梯加装

成功后， 许多居民都跟这栋楼的熟人

“取经”： 加装电梯应该如何协商？ 要

向哪些部门申请？ 需要准备什么材

料？ 一堆问题等待解答。 与此同时，

在一些计划加装电梯的住宅楼， 开始

出现居民意见不一、 无法协调的问

题。

如何让居民们坐下来谈， 心平气

和地解决问题， 这需要一个第三方能

在中间讲一句“公道话”， 体谅双方

难处， 从中协调双方利益， 尽可能推

进加装电梯这件民生实事。

陈亚萍发现， 成功加装电梯那栋

楼有一位党员过叔， 非常热心， 对于

其他居民加装电梯的问题， 他都很乐

意解答。 同时， 过叔和很多居民都是

老工友， 他的话很多居民都愿意倾

听。

“如果我成立一个加装电梯的志

愿队， 发动过叔这样的热心党员加

入， 作为第三方为居民出谋划策和调

解矛盾， 一定会事半功倍！” 陈亚萍

说做就做。 今年 8 月 26 日， 在南石

头街道党工委的指导和支持下， 纸北

社区旧楼加装电梯党建引领志愿协调

互助队

（简称： 互助队）

成立。

为了更好地发挥互助队的作用，

经队员提议， 将街道政法系统的专家

吸纳进入互助队， 这样可以更好地从

法治角度去加快旧楼加装电梯工作。

据了解， 互助队目前有队员 20

多人。 除了纸北社区党员居民代表，

还有社区在职党员、 派出所副所长、

司法所主任科员、 海珠区调解能手、

社区律师等。 陈亚萍表示： “我们希

望各大楼的党员能够牵头做好加装电

梯工作。 这项改善生活环境的民生工

程， 从政府部门到居民都是非常支持

的。”

在社区党委和陈亚萍的支持下，

过叔把成功加装电梯的经验总结成一

套行之有效的方案， 提供给其他需要

加装电梯的居民， 让他们少走弯路。

成立党员志愿巡逻队

保社区一方平安

为了保障社区的稳定平安， 9 月

18 日纸北社区成立了党员志愿巡逻

队。 巡逻队的工作宗旨是： 协助纸北

社区党委抓好社区稳定工作， 全面落

实“迎大庆、 保平安”， 全面排查各

类风险隐患， “守好纸北的门”， 携

手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格局， 大力

营造和谐有序的良好社区环境。

居民杨姨表示， 有了志愿队， 安

全感大大提升： “平常都会看到他们

巡逻， 让我们居民非常有安全感。 有

了党员志愿巡逻队， 我们非常安心！”

陈亚萍在纸北社区工作短短 3 个

月， 全心全意为居民服务， 获得居民

的认可和称赞。 她表示， 接下来她将

会更加努力服务居民， 让居民在纸北

社区生活得更加安心和舒心。

信息时报讯（记者 林茹彬）

汤兆祥

退休后，在南石头街纸北社区担任社区

专职党务副书记。 2018年4月，他卸任该

职务工作。今年7月，为了做好纸北党建

群众工作，汤兆祥再次复出担任专职党

务副书记，协助纸北党委做好居民党建

工作。

自己从工地拉砖头为居民铺路

作为社区党委专职党务副书记，汤

兆祥时刻记挂着辖区内群众的困难。纸

北社区辖内工业大道中324号是一个无

物业的小区，楼下通道由于年久失修造

成地下沟渠堵塞，近年来逢雨必浸。 附

近居民备受困扰但也倍感无奈。纸北社

区党委工作人员多次到现场了解该情

况，决定要尽快为居民解决出行

蹚

水湿

脚滑摔的问题。

汤兆祥知道情况后，不但自己主动

参与到这件事中，还动员其他党员志愿

者一起为居民解决问题。汤兆祥和志愿

者们用两台残破的人力斗车从某工地

拉来3立方米左右的砖块， 将砖块一块

一块地铺在通道上。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艰苦劳动，党员

志愿者们铺砌了一条平整的路面，终于

缓解了群众出行难的问题，群众连连感

谢。 汤兆祥却说：“我们都是党员，为群

众服务是应该的，这也是我们作为党员

的荣幸。 ”

搞活书画社丰富社区文化生活

纸北社区的书画社一直以来都是

社区书画爱好者的“聚脚点”。大家一起

写字画画，交流心得。 但由于上一届书

画社的社长和副社长年纪渐长且身体

抱恙，对于书画社的工作力不从心。 工

作没人牵头， 书画社的活动也慢慢少

了，大家聚会的时间也少了，书画社逐

渐陷入停顿状态。

如果书画社就此停止运作，对于纸

北社区的书画爱好者来说无疑是巨大

的损失。 在成员的举荐下，汤兆祥担任

书画社副社长一职，负责日常运营。 在

他的操持下，纸北书画社将每月第三个

星期三固定为活动日，社区的书画爱好

者们又有了聚脚点和交流的平台。汤兆

祥表示，在接下来的日子，希望可以在

社区举办画展， 让更多居民了解书画

社，接受艺术的熏陶，也让艺术更加深

入到群众的生活当中。

汤兆祥已经70多岁， 但他表示，只

要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都会继续全心

全意为居民服务。“如果可以通过我的

努力解决居民的困难，让居民的生活更

加丰富，那么我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我

希望在社区党委的支持下，继续发扬我

作为党员的先进性，发挥余热，帮助更

多居民，让他们在纸北社区的生活更加

安心和舒心。 ”

年逾七十老党员坚持在基层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