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 达 民 情 ·生 活 至 上

信息时报社 建设街党工委

联合主办

·社区版

2019年12月31日 星期二

责编：李俊杰 美编：余永康

校对：叶春晖

招商热线：

020-34323160

13926188921

报料电话 ：020-34323010，343213152��或 扫码

免费派送到户 贴近居民生活

帮您精准锁定环市东消费人群

社区里的奇事怪事开心事，街坊中的名人达人好心人，请告诉我们。

信息时报讯（记者 吴瑕 实习生 朱

绮琳）

2012年， 练立珍嫁来建设街社区

安家，至今已生活了7年，建设街是她的

“小家”，也是“第二个家”。 2018年1月9

日，练立珍记得很清楚，这是她开始在

建设街社工服务站工作的日子，很快就

满2年了。

作为社工，练立珍主要负责的是志

愿者培训和统筹。 建设街现有约1900名

注册志愿者、 16支志愿者队伍， 如义

剪、 义诊、 舞蹈、 唱歌、 环境保卫队

等等。 志愿者来自社区各个群体， 包

括社区在职党员、 中学生、 退休老人

和热心居民， 而平时活跃的志愿者有

近80人， 人员流动也较大。 社工的工

作“事无巨细”， 练立珍每个月都要组

织1~2次志愿者培训， 帮助志愿者建立

志愿知识体系， 同时也提供志愿服务

平台。 除此之外， 她也组织志愿者参

与各项活动， 如居民楼垃圾分类“守

桶”、 公共文明引领“大拇指” 等行

动； 培养志愿者骨干管理者和朋辈支

持者， 自行协调队伍内部事项； 遇到

老人走失、拾到学生证等突发情况及时

上报处理等等。

与志愿者做朋友，以爱心感染他人

在公共文明志愿者引领服务项目

中， 建设街在公交站、 交通路口等地

共设有9个志愿服务位置， 每天7:15~8:

45、 17:15~18:45都有举着“大拇指” 指

示牌的志愿者协助社区居民有序排队

上下车、 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 练立

珍在上班前一早就去到各个岗位巡看，

确认志愿者是否在岗和行为规范， 遇

到突发事件还要及时上报处理。 又因

为家住得近， 她下班也常常巡看一圈

再绕远路回家。 为了不给志愿者太多

压力， 练立珍都是不露面、 远远地巡

看， 确认了志愿者安全， 也就悄悄离

去了。 “好几次我巡看后就收到了志

愿者给我发的信息， 说‘哈哈哈， 我

又看到你啦， 怎么不来找我呀！’” 练

立珍笑着说， 与志愿者相处得就像好

朋友一样。

48岁的白阿姨也是练立珍的“好

朋友”。 一开始成为志愿者， 白阿姨有

些胆怯， 并不敢一个人行动。 通过交

流， 练立珍发现白阿姨会一手剪发手

艺， 便积极组织义剪队一起做志愿行

动。

前不久， 白阿姨的家人病重离世，

练立珍给白阿姨送去生活物资， 关心

她的独居生活， 帮助白阿姨拓展社交，

重拾生活信心。 现在， 白阿姨已积极

融入社区生活， 还在朋友圈晒出志愿

照片， 写道： 为自己点赞， 我很棒。

让志愿者多起来， 更要留下来

除了壮大志愿者队伍，维系和激励

志愿者持续参与也很重要。 社工会定期

开展志愿者生日会、知识竞赛、志愿者

表彰、国际志愿者日等活动，还会依据

志愿者个人需求， 开展个别辅导工作，

为他们量身定制系统化的志愿者成长

服务计划。

其实我知道，90%的志愿者一开始

都是冲着一小时24元的补贴来的。 ”练

立珍说，“但是据我观察，他们后来通过

志愿活动都增加了社会认同感，大部分

也都坚持下来了，积极为社区做好人好

事。 ”有一次，一个志愿者在路口劝导一

位老人不要闯红灯，还险些被老人用水

瓶打。 那个志愿者后来找到练立珍“诉

苦”，又气又委屈。 对此，练立珍一方面

担忧志愿者的安全，数次向志愿者强调

“安全第一、柔性劝导”的观念；另一方

面也感到欣慰，志愿者很用心地对待自

己的工作，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

练立珍的小孩5岁了， 而社工的工

作琐碎，有时周末不得不加班，会顾不

上家庭。 但她认为自己在社工工作中收

获了十足的满足感：“我本身学的专业

就是社会工作， 不能浪费了，所以我想

把工作做得更好。”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实习

生 朱绮琳 ）

为深入开展“不忘初

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 积极发

挥在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为居民

提供精准化、 精细化服务， 帮助群

众把大大小小的事办好， 建设街各

社区纷纷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在职党

员进社区活动： 中秋慰问、 垃圾分

类、 清洁家园、 平安守护……记者

从建设街党工委获悉， 截至今年7月

底， 已有2千多名在职党员到建设街

各社区报到。 这些在职党员们以不

同的身份充分发挥所长， 为街坊们

提供贴心服务， 来自广州公交集团

电车有限公司的在职党员冯兆坤就

是其中的一员。

冯兆坤今年57岁， 党龄已经有

近14年了， 是广州公交集团电车有

限公司的一名公交车司机。 虽然公

交司机的工作需要“三班倒”， 但他

还是尽可能地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

参加社区组织的党员活动。 “我和

家人一直在建设六马路社区生活，

但是对自己的社区却并不了解。 通

过这次党员回社区报到的活动， 让

我们有机会进一步了解社区， 也有

机会为社区贡献自己的一点微薄力

量。 今天我才了解到， 原来社区的

志愿服务内容这么丰富， 而且大多

集中在周末， 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

参与进来。” 从今年8月份以来， 冯

兆坤几乎每周都要抽出自己的休息

时间， 参与到社区在职党员的活动

中， 如垃圾分类、 清理垃圾、 日常

巡逻、 消防演练、 共享单车清理等，

都留下了冯兆坤忙碌的身影。

记者从建设街了解到， 目前全

街各社区党组织普遍建立了在职党

员到社区报到制度和志愿者管理制

度， 依托微社区e家通羊城建设街公

众号、 智慧党建公众号、 i志愿系

统、 微信群等平台， 定期发布各类

活动信息， 推介社区现有的志愿服

务项目， 让在职党员可以自由选择，

根据自己的实际积极参与各社区每

周组织的活动中来。 今后， 建设街

将以“一周一活动” 为原则， 各社

区党组织结合实际， 积极开展包括

平安红、 邻里缘、 活力彩、 书香韵、

爱成长、 义起来等不同类型的志愿

服务， 积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带领居民群众深入社区， 传播敬老

助残、 邻里互助、 关爱儿童、 爱护

环境等社会正能量， 促进党员进社

区“突击性” 参与转变为“日常性”

自觉行为， 提升在职党员开展志愿

服务的自觉性和荣誉感。

冯兆坤尽可能利用业余时间， 参加社区

组织的党员活动。 受访者供图

建设街社工练立珍：

我是社工，更是社区一分子

建设六马路在职党员冯兆坤

在职党员进社区 志愿服务展风采

练立珍与志愿者像朋友一样相处。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