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华威达商务有限公司党支部书

记田现军组织党员捐款。

杨 烈 同 志 支 援 疫 情 防 控 捐 款

1000

元。 本版图片 通讯员供图

责编：温金良 美编：何建玲

2020年3月13日 星期五

07

暖心石牌

铿锵玫瑰，绽放在基层防疫第一线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唐硕 通讯员 张

楠）

值此春暖花开时节， 我们迎来了第

110 个“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在这次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 石牌街的女同胞

们挺身而出、坚守岗位、辛勤工作、英勇

奋战，用无私无畏展现女性风采，以担当

作为贡献巾帼力量。

用脚步绽放芳华的社区女性

在石牌街 23 个社区居委会里，有

19 名女书记，114 名女性工作者，她们挨

家挨户发放防疫宣传资料， 走遍一个个

小区发动居民申报健康情况， 带着社区

民警和社区医生核查重点人员身体状

况， 监测辖区内湖北返穗人员每日健康

状况，走访辖区复工复产企业，整理工作

台账，调和邻里关系纠纷，解决居民困难

等一件又一件的急重小事。 她们用脚步

丈量着社区安全的距离， 是群众眼中亲

切可爱的“居委会大妈”。

用汗水谱写风采的环卫女工

在石牌街的大街小巷上，有 99 名环

卫女工挥着扫把，拿着垃圾铲，推着笨重

的洗地机，扛着消毒喷雾枪，走遍大街小

巷，留下一串串美丽的身影。一个个垃圾

黑点被清扫干净， 乱扔的垃圾被分类清

运，垃圾桶整洁如新，马路干净清爽，清

晨空气里残留的消毒水味是她们身上

“香水”，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她们在用自

己质朴的双手，默默地维护着我们“家”

的整洁。

用智慧彰显力量的勤务女兵

在石牌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中，

有 167 名女性。 她们有些组成了全街上

传下达的信息运转中枢， 利用多管齐下

的宣传手段， 线上线下的宣传阵地将相

关法规、 防疫知识、 健康指引等宣传内

容辐射到辖内所有村居。 她们有些组成

了全街疫情排查数据处理中端， 每日分

拣大量数据， 为前线排查队伍布点备

弹， 为指挥中心综合调度提供数据支

持。 她们对着电脑疲惫不堪的时候还不

忘调动办公室的工作氛围， 她们戏称自

己是一群欢快的蚂蚱， 有的在键盘上跳

舞， 有的在摇旗呐喊， 有的扎在库房分

拣物资， 有的站在数据云端眺望远方。

把最美的语言送给战斗在基层

疫情防控一线的女性们， 她们的绽放

为飘扬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党旗增光添

彩，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温柔的

力量。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唐硕 通讯员 王曼卿 ）

今

年的三八妇女节，注定与

以往不同。正值全民抗击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关

键时期，石牌街广大妇女

同志坚守岗位，在疫情防

控工作中保持警惕，毫不

放松，在联防联控中积极

发挥作用， 众志成城、共

克时艰。

巾帼们的努力，获得

了辖内居民及物业的认

可。 3 月 6 日下午， 芳

草园社区收到辖内万科

物业公司送来的蛋糕；

金田社区收到金田花苑

物业公司送来的果篮；

穗园社区收到穗园小区

G 栋、 F 栋居民送来的

鲜花和糖果。 小小的礼

物， 满满的心意， 无不

体现着大家对社区疫情

防控工作的肯定， 鼓舞

着社区一线工作人员更

加坚定抗“疫” 信心，

齐心协力， 共抗疫情。

女神节

居民向抗疫

工作人员表谢意

石牌街党员踊跃捐款齐抗“疫”

点滴聚暖流 奉献显初心

信息时报讯（记者 唐硕 通讯员 唐

志锋 王曼卿）

疫情无情，人间有爱。 石

牌街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向广大党员

发出倡议，动员党员踊跃捐款，一同支

持疫情防控工作，共同打赢疫情防控人

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自捐款号召发

出以来， 石牌街各党组织通过“线上+

线下” 等形式， 有序组织党员参与捐

款， 最大限度减少人群聚集， 用爱心

凝聚党员正能量。 截至 3 月 10 日， 已

有 2670 名党员自愿捐款 18 万余元，

捐款人数和金额仍在增加。

初心不改做奉献

华师大社区有一名 80 岁的退伍军

人，退伍不褪色，关键时刻显担当，铭记

初心做奉献，他就是杨烈同志。 每当社

区对他走访慰问时，他总推辞地说：“请

把钱留给最需要的人。 ”作为一名具有

50 年党龄的老党员，杨烈同志始终心系

社区，自疫情爆发以来，多次协助社区

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当党组织发出捐款

号召时，他第一时间作出响应，主动前

往社区捐款，为支持疫情防控工作出一

分力。

群心汇聚显担当

胡向东同志今年 72 岁， 是南大社

区的一名老党员，曾获广州市优秀共产

党员称号。1 月底疫情防控初期，他密切

关注社区疫情防控工作进展，当了解到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在物资紧

缺的情况下仍然坚守岗位守护群众的

安全时， 感受到社区工作人员的不易，

随即在社区发起为一线工作人员购买

口罩的捐款倡议， 并带头捐款。 短短 3

天时间，就有 29 名爱心人士参与捐款，

并用筹得的善款购买了 10250 个口罩，

赠予街道及社区一线工作人员，缓解了

社区防疫物资紧缺的燃眉之急。 面对社

区工作人员的感谢时，他谦虚地说：“你

们舍小家为大家，‘逆流’而行，只为守

好疫情防控大门。 只要你们有需要，我

尽全力支持。 ” 3 月初，在街道发起党员

捐款倡议后，胡向东同志义不容辞再次

参与捐款，助力“战疫”。

汇聚点滴共抗疫

疫情肆虐牵动着石牌每一个人的

心，作为“两新”组织，有着不可推卸的

社会责任。 作为党组织的基层战斗堡

垒，更应该充分发挥“两新”组织党组织

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一起支援防疫工

作，人人都献出一点爱心。 截至 3 月 10

日，“两新”组织党组织已组织 256 名党

员捐款 14506 元。。

广州华威达商务有限公司党支部

书记田现军同志在河北老家魏县边马

乡党委捐款后，为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再

次捐出善款，并广泛动员党员职工参与

捐款。 当问起为何重复捐款时， 他说：

“有国才有家，惟愿这一点微薄之力，能

为国家战胜疫情做一点小事，这才不负

我们的党员身份，不负胸前闪耀的党徽

还有高高飘扬的党旗。 ”

胡向东同志（左三 ）代表南大社区党

员群众向社区一线工作人员捐赠口罩。

▲

石牌街环卫站

开展 “干净整洁大清

扫，平安有序大提升”

环境整治活动。

荨

暨 大 社 区召

开疫情防控工作会

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