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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人物：

郭睿

，瑞宝街道文化站站长。

他，让瑞宝街文化事业变得更好

人物：

梁俊杰

，金碧东社区党委副书记兼居委会副主任。

扎根社区17年 他管尽家长里短

信息时报讯（记者 丘敏华）

在瑞宝街

的文化活动中，每次都能看到一个熟悉的

身影在不停忙碌，查看场地、调试音响、迎

接队伍……他叫郭睿，今年 34 岁，是瑞宝

街道文化站站长。

郭睿扎根基层至今 12 年，2017 年 9

月开始在文化站工作。 如今，他奔波在基

层文化事业的最前线， 其极为亲和的性

格、认真负责的态度、高效灵活的工作方

式，让瑞宝街的文化事业不断繁荣发展。

扎根基层用心组织文化活动

2017 年 9 月，当郭睿从瑞宝街政务服

务中心调至文化站工作时，他感到了一丝

茫然。“我当时对文化工作没有概念，毫无

经验，就是一个‘小白’。 ”刚来到新的工作

岗位，“椅子”还没坐热，他就被告知要组

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情画展和石溪

村贺中秋、迎国庆的活动。

如何策划？ 场地安排在哪里？ 节目怎

么排……一系列问题摆在面前。 每天跟着

老站长学习，主动向前辈们请教，翻看以

往的活动案例……郭睿一边学习理论知

识，一边不断实践，最终使得活动圆满举

办，获得多方称赞。 后来，郭睿觉得文化工

作很有意义，越干越起劲。

今年 7 月 12 日至 14 日，瑞宝街歌舞

文艺节暨首届“清风杯” 舞蹈比赛连办 3

天，收获众多街坊的好评，纷纷表示节目

丰富多彩，看得十分过瘾，这背后离不开

郭睿的努力。 从 6 月 10 日起，郭睿开始自

主策划和筹备这次活动，期间遇到了表演

节目不够、经费不足等困难。 他积极整合

多方资源，发动辖内的艺术机构和企业参

与，多次跑上跑下沟通交流，终于解决了

难题。 在活动中，他有时台下当导演，台上

当主持，样样都要一一过问和参与。 郭睿

说，这是他首次自主策划和全程参与大型

活动，“能给舞蹈爱好者提供展示平台，带

给居民们欢乐，我感到非常开心与自豪。 ”

文艺汇演、 足球比赛、 健康知识讲座

……虽然从事文化工作只有 2年， 但在郭睿

的认真带领和用心组织下， 瑞宝街每年开展

各种形式的文体活动达 50场，同时指导成立

多个民间艺术团，赢得街坊大力点赞。

打造艺术微课堂为孩子谋福利

7 月 29 日至 8 月 9 日， 瑞宝街的 90

名孩子免费获得艺术培训， 包括醒狮、古

筝、围棋、书法、国画、舞蹈，这正是郭睿一

手打造的艺术微课堂。 瑞宝街是一个典型

的城乡结合行政街，来穗务工人员数量众

多， 每到寒暑假就会出现一大批“小候

鸟”。如何让孩子们过上有意义的假期？郭

睿思考后，决定开设兴趣班课堂，聘请专

业的老师给孩子们上课，但单靠文化站的

力量是不够的，怎么办？

思前想后，郭睿找到了辖内的一些文

化机构，逐家上门谈，多次接触沟通，认真

查看办学场地， 核查经营资质等相关资

料，最终敲定了所有事项，由机构派出老

师，提供课程。 2018 年 7 月，第一期艺术微

课堂正式开课，招收了 40 名学生。 在郭睿

的不懈探索下，今年的第三期艺术微课堂

扩招到 90 人，课程内容更加丰富，家长和

孩子们都十分满意。

整合资源培育特色文化基地

在基层工作多年，通过细心深入的观

察，郭睿发现目前基层文化发展最难克服

的是发展不平衡、 普及难度大的问题，如

部分地域的文化类机构过于分散，规模也

不足。 为了凸显和繁荣瑞宝街的特色文

化，郭睿又想方设法进行了许多尝试。

在街道的指导下，郭睿积极整合辖内

文化类机构的资源，忙前忙后与这些机构

谈合作，让机构派出有资质、有经验的专

业老师推广优秀文化， 尤其是传统文化。

经过努力，7 月 12 日， 瑞宝街道体育舞蹈

培训地基正式挂牌成立。

9 月份， 海珠智汇科技园举办了多场

全国科普日活动。 郭睿谈到，虽然全国科

普日只有一天， 但科普知识宣传不应停

歇。 另外，瑞宝街正在引导集体物业转型

升级，逐步引进众多高新科技产业。 因此，

结合该大方向，并为了让更多人学习科学

知识，郭睿与海珠智汇科技园充分洽谈交

流， 将在园区打造一个科普教育基地，双

方合作开办更多公益科普展览。

从毫无文化工作经验到熟门熟路，通

过努力探索，一个个原本长期困扰基层文

化发展的难题逐渐在郭睿手下一一化解，

街道的文化氛围也越来越浓厚。“小小的

身材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郭睿给大家留

下的深刻印象，但他觉得自己还有许多东

西需要学习，“文化是群众的精神家园，我

会坚守岗位，不忘初心，在工作中不断学

习， 让瑞宝街的文化事业更上一层楼，带

给居民们更多欢乐。 ”

信息时报讯（记者 丘敏华）

自 2002

年起，梁俊杰就在瑞宝街工作，扎根基

层和社区至今已有 17 年。2010 年，他被

调至金碧东社区。 民政、计生、城管、综

治……社区里的所有工作内容，梁俊杰

都一一做过。 在他看来，虽然社区的事

情比较繁琐， 但每次只要能帮到居民，

自己就很满足。

把居民当家人 用心服务办实事

“阿伯，最近天气转凉了，要注意早

晚添衣！ ”每次见到居民，梁俊杰都会热

情地跟他们打招呼，细心叮嘱长者注意

事项。 逢年过节，他常常带着礼品登门

探访孤寡老人、困难家庭。 9 年来，他把

金碧东社区当成自己家，把

社区居民当家人，为

他们贴心服务。

几年前， 梁俊杰

尽心尽力帮助社区一

位孤寡老人料理身后

事， 获得街坊们的点

赞。 当时， 老人已 87

岁高龄，一人独居，女儿远在美国。邻居

发现老人好几天没出来拿报纸，感到些

许奇怪。梁俊杰回忆，那天是大年初八，

刚好是节后第一天上班。 在得知该事

后，他迅速上门向左右邻里了解详细情

况，并联系了民警。

在破门进入老人家里后，发现老人

已去世好几天。梁俊杰根据留下来的电

话簿，多次联系过老人的女儿和其他亲

人，但都未联系上。于是，他主动承担起

办理老人身后事宜的责任。 联系殡仪

馆、办理手续、处理遗物……一连半个

月，他忙前忙后，终于办妥了老人的身

后事。

这件事对梁俊杰触动颇深。 如今，

只要有年长、独居的居民来办事，梁俊

杰都会多留个“心眼”，关心他们的身体

和生活情况，让他们留下多个亲人的电

话。“多做一点事并不会增加负担，反而

能让居民感受到温暖。 ”梁俊杰笑着说。

家长里短都要管 积极为民解烦忧

金碧东社区共有 5120 家住户，常

住人口超过 2 万人， 管理起来难度不

小。邻居吵架、房屋漏水矛盾、违建纠纷

……梁俊杰觉得，这些社区里的家长里

短看似小事， 但如果没有及时处理好，

很可能埋下隐患。每当居民间发生矛盾

和纠纷，他便常常第一时间出现，积极

帮助居民解决难题。

今年年初， 有居民向居委会反映，

其楼上住户家里漏水导致自家墙壁发

黄，与其多次沟通无果。 详细了解相关

情况后， 梁俊杰赶紧联系了楼上住户，

到他家中检查和核实漏水、 渗水情况，

确认漏水点、漏水原因。检查中，梁俊杰

发现家中地板已经出现鼓包，漏水情况

较严重，于是劝说他尽快整改，该名住

户承诺春节后修理。

年后， 该名住户并没有进行整改，

时而说出差在外，时而说资金不够。 漏

水情况越来越严重， 楼下住户愈发不

满。 梁俊杰又多次联系他，每周都上门

讲道理、摆证据，讲解漏水危害，耐心地

做思想工作， 同时稳定楼下住户的情

绪。“楼上住户好几次都躲着我们”，梁

俊杰说，“后来找到他儿子，不停地跟他

们沟通。 ”经过近半年的调解，最终双方

达成协议，楼上住户同意整改并承担大

部分费用。现在，漏水问题已妥善解决，

楼上、楼下住户也友好相处。

梁俊杰坦言， 在调解纠纷的过程

中，不时会遇到态度恶劣，不愿意配合

的情况。“方法总比问题多，最重要的就

是真心、耐心、细心。 ”他表示，自己会一

直坚守岗位，“社区是社会的最基本单

位，社区好，社会才能和谐。 我希望通过

自己的坚持和努力，能让社区越来越美

好，让居民生活更舒心。 ”

梁俊杰。

信息时报记者 丘敏华 摄

郭睿。

信息时报记者 丘敏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