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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情报站

礼赞新中国 奋进新时代

广州千场大宣讲走进沙东街

听平凡人讲不平凡事

张宇筠是一名 80 后海归

法硕，曾经在新华社做过编辑，

到过律所实习， 最终选择回归

初心追逐梦想， 成了广州市检

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处的一名员

额检察官。 从检 10 年，她一直

奋斗在民行检察第一线， 共办

理各类民事诉讼监督案件近

900 件，每年的办案数、检察建

议采纳率、 法院再审改判率均

居部门前列。

张宇筠以其参与办理的 6

件案例故事为例， 讲述了展示

新时代检察人坚守为民初心、

践行检察使命， 初心使命的理

解与感悟。 其宣讲的第一个案

件便是至今为止全省虚假诉讼

监督第一大案， 并被最高检评

为民事检察优秀案例和虚假诉

讼监督典型案例。在该案例中，

9 宗案件是同一时间立案，同

一时间开庭， 并于同一时间判

决，当事人均无上诉。立案标的

达 1.3 亿元。 在检察官的细致

审阅，通过监督程序，9 件案件

被全部驳回，当事人被罚款 83

万元。 4 名造假人被追究了刑

事责任，最终真相大白于天下。

在工作中， 张宇筠接触过

大案要案， 也办理过民行“小

案”。 其中，民行案件都是与人

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案

件。 很多案件对检察官来讲是

“小案”，但再小的案件，对当事

人就是“大案”。因此，在百姓目

光所及的“衣食住行”等民生事

件中， 张宇筠始终传递法律公

平和司法温情。

通过 6 件案例的讲解 ，天

平架社区居民第一次真正认识

到检察官是司法公正维护社会

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民

行监督是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

方面，用智慧和正义戳穿画皮、

揭露真伪， 让当事人在一个个

具体的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

正义。 70 年发展巨变，进入新

时代，人民群众在法治、公平、

正义、环境等方面具有更丰富、

更高水平的需求， 检察官是人

民群众美好生活的法律守护

者。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崔小远 通讯员 陶庄居委 天平架居委

为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落地生根，近日，沙东街各社区

居委会纷纷开展“礼赞新中国 奋进新时代”主题宣讲活动，邀请基层百姓宣讲员，面向居民

群众讲好中国故事、广州故事、奋斗者的故事，感受时代华章，奏响“礼赞新中国 奋进新时

代”的主旋律。 每每演讲结束后，社区党员、居民群众、居委工作人员无不感言获益良多，并

表示希望能多些主题演讲，丰富社区的文化生活，传递新时代中国特色文化、先进事迹。

据悉，“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广州千场大宣讲活动，是广州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的重要活动，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

“飞入寻常百姓家”的重要举措之一。

陶庄社区“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广州千场大宣

讲活动宣讲人合影。 通讯员供图

提起“志愿哥”张军文，在

广州公益界可能无人不知 。

1979 年出生的张军文参与志

愿服务并不是为了获取利益或

者荣耀，而是当作一份追求。

张军文说， 最开始接触志

愿者源于一次社区的志愿活

动，在那次活动中，他深深地感

受到原来在这个社会上， 在我

们不关注的地方还有很多需要

帮助的人， 也是这次的志愿活

动， 让他真正体会到原来当自

己用真心去帮助他人， 看到他

们脸上再次出现幸福的笑容时

是那么的骄傲与自豪。

虽然在平时也有自己的工

作要忙， 但只要发现有人遇到

困难， 他总会第一时间提供力

所能及的帮助。 在从事公益事

业的十余年间， 张军文先后组

织了几百次的公益活动， 不论

大小事，事必躬亲。正是这种无

私的精神和实干的风格让他结

识到不少朋友， 他们因为公益

事业相聚在一起， 每天为困难

群体忙碌着。

无论是在福利院、 养老院

还是其他福利社， 总能见到张

军文的身影， 他就像一道闪亮

的光芒， 把温暖带进每个人的

心里。做志愿者，还需要什么回

报吗？ 张军文现场说道，“最好

的回报有三个。 一是能帮助到

更多人， 二是帮助过的人都能

过上好的生活， 三是更多的志

愿者参与到公益事业中， 更多

的善长仁翁也能参与到公益事

业中。 ”

基层社区民警冯荣炜：

只要你心里装着群众 群众心里就装着你

“守初心，担使命”，这是来自基层公安机

关冯荣炜时刻谨记的话。 在陶庄社区宣传专

场活动上， 冯荣炜讲述了他从一名特警队实

战教官转到基层成为社区民警的事迹。

初到社区， 冯荣炜对社区里的情况很陌

生。为更好地了解社区情况，冯荣炜经常上门

走访登记。 记得有一次， 他敲开一户人家的

门，那户人家一开始很不耐烦。冯荣炜耐心地

告诉对方，只是普通的例行检查。 检查中，他

注意到那户人家的男主人拿着一张破旧且沾

满污渍的身份证。

走访完，冯荣炜将这件事记在了心上。回

到办公室后， 他顺手拿了几个身份证保护套

放在兜里。几天后，他再次走访敲开那户人家

的门。当对方看到又是冯荣炜时，依旧显得不

耐烦。当冯荣炜拿出身份证保护套时，那位户

主突然愣住了， 原本不耐烦的表情顿时变得

欣喜，并连忙说“谢谢”。 正是这件小事，让冯

荣炜明白，在基层工作中，当群众心里有了你

的位置，他们愿意和你说话，愿意找你帮忙，

也就愿意支持你工作了。

在随后的基层工作中， 冯荣炜一步一脚

印地走过来，逐渐以优异的工作成绩，赢得群

众的认可。

据了解，有着 21 年从警生涯的他，已经

荣立个人二等功 1 次、三等功 5 次，先后获得

“中国好人”“省优秀人民警察”“市劳动模范”

“市十佳卫士”“市人民满意政法干警”“市综

治先进个人”“广东省先进工作者” 等荣誉称

号。

中交四航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刘泽源：

四分钱奖励 搬走一座山

来自中交四航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的刘

泽源， 以 《四分钱奖励与四航人精神》 为

题， 讲述了四航人的奋斗故事。

那是 1979 年的深圳， 四航局要在蛇口

打造一座现代化的港口， 一群搞工程的大老

粗自学成才， 完成爆破， 炸掉了挡道的大

山。 山炸掉了， 一座山塌下来的土石怎么搬

走？ 工区主任李洪把大家聚集在一起， 他

说： “我们可以设置超产奖， 算下来一辆车

跑 28 趟够本， 我们就以 40 车为基数， 从第

41 车开始， 每车发 4 分钱超产奖金。” 很多

人听说李洪讲超产奖， 都吃了一惊， 因为在

那个年代， 搞不好是要犯“错误” 的。 这老

李可管不了那么多， 立刻给蛇口招商局的领

导写了份报告， 没想到工区很快同意了这个

奖励制度。 工人也很喜欢这个办法， 许多人

穿个小裤头， 背个大水壶， 关上车门， 一天

下来能跑 70 多车。

但是， “4 分钱奖励制度” 却并不合

规。 1980 年 4 月， 有关部门叫停了奖励制

度， 工人又恢复到了一天只能拉二三十车的

状态。

1980 年 5 月， 一份关于深圳市蛇口工

业区工程进展情况的“内参” 呈送了上去。

中央领导非常重视， 立刻作出重要批示。 当

年 8 月 1 日， 在党中央的关怀下， 四航局二

处蛇口工区定额超产奖四分钱奖励制度宣布

重新实行。 一位工人曾创下一天运泥 13l 车

的纪录， 单日奖金就有 4.14 元， 而在那个

年代， 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三四十元。 就

是小小的四分钱奖金， 四航人提前一个月搬

走了一座山。

天河区前进街文化站站长唐建蓉：

舍小家为大家 传承好家风

来自天河区前进街文化站站长唐建蓉在

宣讲现场讲述她的初心故事。

唐建蓉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 父亲是一

名军人，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其父亲工作期间

认真负责，发挥共产党员吃苦耐劳、无私奉献

的精神，多次将加薪的机会让给同事和下属。

生活中，父亲最常教导她的“个人的事再大也

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正是在这

样的氛围熏陶成长下， 唐建蓉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并选择了嫁给了军人。

唐建蓉的丈夫杨开林， 曾两次出色完成

联合国派驻东帝汶的维和任务， 一次完成公

安部派往英国的中英两国非法移民遣返工作

任务，2014 年又被派驻阿富汗大使馆任驻外

警务联络官。作为军人的妻子，唐建蓉用理解

和支持成就了杨开林的维和事业，被评为“全

国好警嫂”。

杨开林、唐建蓉夫妇都很热爱学习，唐建

蓉婚后通过自学考取了重点大学的双文凭。

2007 年， 夫妻俩一起考上了重点大学研究

生，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取得硕士研究生学位。

在家中，夫妻俩善良孝顺、爱护家人。 唐建蓉

主动为丈夫的弟弟负担大学学费， 将生病的

婆婆接到身边悉心照顾，杨开林曾连续 14 天

耐心侍奉因病入院的岳父。 在他们的言传身

教下，女儿杨苇荷成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杨

开林家庭先后被评为“广东省十大最美家庭”

“全国五好文明家庭”和“全国最美家庭”。

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志愿者张军文：

15年志愿者薪火相传 为老人孩子献爱心

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张宇筠：

用青春、才智和不悔初心 守护公平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