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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李丹 ）

推进“雪

亮工程”建设、弘扬传统文化、为居民排

忧解难……在车陂街沙美社区，有一位

勤廉榜样的代表，她就是沙美社区居委

会主任刘玉清。 工作时候，她脚步匆匆

风风火火；对待群众，她柔声细语亲切

随和。多年来，她扎根社区一线，一直把

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为居民办了不少

实事。

推进“雪亮工程”建设

据了解，沙美社区辖内以城中村为

主，有 1 万余户居民，外来人口居多，社

区环境复杂。 考虑到辖区的安全，2017

年以来，沙美社区全面推广出租屋视频

门禁系统，推进“雪亮工程”建设，在社

区街巷安装高清视频摄像头，对各类人

员出入信息进行实时采集感知。

在项目推广初期，不少居民对此不

理解。 于是，刘玉清带领沙美社区居委

会工作人员、出租屋工作人员一次次上

门为居民群众答疑解惑， 做好宣传工

作，促进该项目顺利推进。随后，由沙美

社区联合村内治保队队员等力量进行

治安联合巡查，将“雪亮工程”公共视频

查看端口向出租屋主、 党员群众代表、

治安巡逻队员等开放，让他们通过手机

APP 随时查看辖区治安情况，共同参与

到“雪亮工程”群防群治工作中来。

沙美社区雪亮工程在天河区先试

先行， 通过雪亮工程移动平台的高效

感知、 迅速处置， 社区安全性大大提

升， 居民对此深有感触， 他们由衷地

感谢刘玉清为社区平安幸福创建所做

的努力。

打造“摆中元” 文化品牌

“社区外来人口多， 我希望通过文

化举措帮助新广州人更好地融入社

区。” 为此， 刘玉清在工作中积极践行

这一理念。 沙美社区“摆中元” 活动

历史悠久， 是车陂一年一度的传统大

事。 为了丰富社区居民群众的文娱生

活， 进一步加强社区文化建设， 刘玉

清带领沙美社区民众大力宣扬、 传承

摆中元传统文化， 举办丰富多彩的摆

中元传统文化活动。

作为沙美“摆中元” 的组织负责

人， 为了鼓励更多人参与传统手工艺

制作， 刘玉清多次召集社区内的“巧

姐” “巧媳妇” 开会谈心， 鼓励年长

的“巧姐” 来带动， 年轻的“巧姐”

积极参与， 让传统手工艺制作能一代

代传承下去。 每年的中元节， 她都会

来到梁氏祠堂与村民们一起准备斋饭，

大家吃着斋饭欢聚一堂， 在热闹的氛

围中增进彼此间的情谊。

刘玉清表示， 将把摆中元活动一

年年开展下去， 将其打造为沙美社区

传统品牌特色。

及时为民排忧解难

多年来，刘玉清始终把群众利益放

在心上，积极为居民排忧解难。 在帮助

居民调解问题时， 她一直坚持耐心、友

善、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居民遇到任

何困难，她都尽心尽力去解决。去年7月，

沙美社区河涌旁正在维修施工， 一名65

岁的阿姨经过此处不平整的坑洼施工

路段时不慎扭伤。 刘玉清得知消息后，

立刻与伤者家属取得联系并将伤者及

时送去就医，同时就此事与施工方及受

伤者家属协调赔偿问题，一直忙到半夜。

次日，她又赶去医院看望受伤的阿

姨并告知家属，居委会已要求施工方马

上整改。 刘玉清这样不辞辛苦地奔波，

真诚的举动获得了伤者及其家属的高

度赞扬，“车陂有您真好，友善、负责、处

理问题强！ ”面对群众的肯定，刘玉清只

是会心一笑。

刘玉清说， “这么多年来， 与居

民相处得很开心， 看到社区的变化及大

家满意的笑容， 我也很有成就感和幸福

感， 这也是我一直坚守基层的动力。”

自疫情发生后， 她又连续奋战在社区抗

击疫情的最前线， 默默守护着居民的健

康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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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玉清

，车陂街沙美社区党总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扎根基层一线 心系社区为民解忧

刘玉清（右一）给居民送口罩。

受访者供图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舒曼）

“我

将继续坚守防控一线， 用实际行动践

行初心和使命！” “我将时刻牢记自己

的身份和责任，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全力做好预防境外输入工作” ……4

月 8 日， 一声声铿锵有力的表态回荡

在天河区某境外人员集中隔离酒店。

这是一场特别的仪式， 5 名来自天河

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居委会、

村改制公司的同志参加了“火线入党”

宣誓仪式。 其中， 来自车陂街治保大

队的梁超豪成为入党积极分子仅半年，

如今不满一年就成为预备党员， 这是

在疫情防控战线上取得了组织的肯定。

战场上的“突击队新兵”

“我叫梁超豪， 现在车陂街治保会

工作。 疫情期间， 我主要驻守村口，

为包括境外人员在内的进村人员开展

体温测量、 健康登记、 身份查验、 旅

行史查询等工作……” 采访中， 梁超

豪表现得憨厚老实。 用车陂街治保大

队长郝达明的话来说， “他工作兢兢

业业， 像个老黄牛一样。”

梁超豪在 2000 年退伍， 2001 年 2

月开始在车陂治保会

（现为车陂治保

大队 ）

工作。 在部队， 他就有一颗入

党的心， 但因为名额有限， 未能如愿。

他在车陂治保大队中第二次递上入党

申请书， 意志更加坚定。

今年春节， 本应放假到年初十，

梁超豪却因一通电话结束了假期。 年

初四，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

关系， 梁超豪接到上级电话称， 次日

要到岗上班。 在部队中， 他就养成了

“若有战， 召必回” 的态度。 1 月 28

日， 车陂村启动城中村封闭式管理。

尽管当时仍不是党员， 他也加入了车

陂村公司组建的临时党支部， 成为党

员突击队的一员， 担任车陂大塘中街

检查岗负责人。

这个检查岗是村内集中登记管理

疫情重点地区来穗人员的四个检查岗

之一， 工作压力更大， 风险系数更高。

梁超豪坚持带领治保队员分“三班

倒”， 24 小时坚守岗位， 守住进村第

一道防线。 截至 3 月 13 日， 该检查岗

累计登记外来人员 1.1 万多人， 其中

重点疫区来穗人员 218 人。

舍小家为大家的“孝子”

返岗至今， 梁超豪始终坚守防控

卡点一线， 已连轴转两个多月， 从未

休假。 但其实他家住南沙区， 是家中

独子， 上有 66 岁的母亲， 下有 2 个女

儿。 上班路程 50 余公里， 但是他无论

刮风下雨， 都能确保在 8 点前准时到

岗。

2月中旬， 他的母亲被诊断为肺癌

并住院。以前，母亲去医院排队打针、取

药，都是梁超豪陪着。如今，为了做好村

内疫情防控工作， 梁超豪舍小家为大

家，让妻子照顾母亲，把2个女儿放到丈

母娘家，这样自己才能专心工作。 但每

晚下班后，梁超豪还是会赶回家，接母

亲去医院打针。

如此奔波，是否想过转岗？ 梁超豪

坚定地说：“没想过。”“我觉得自己能够

承受，也不想领导难做，更不想麻烦别

人分担我的工作。 ”在自己的家庭困境

前，梁超豪想到的是“家家都有本难念

的经”，其他同事也一样是两个月无休。

疫情防控“力度 +温度”并存

也许是家有老母和幼女，梁超豪虽

然是个大男人，心思也很细腻。 疫情防

控初期，车陂村较早于其他城中村实施

封闭式管理，经常有村民或居民对排查

工作不理解、不配合，甚至有人冲卡，但

梁超豪始终秉持礼貌待人，通过反复解

释赢得了村民理解。

梁超豪在工作中也学会适当变通，

不搞“一刀切”。 2 月的一个寒冷夜晚，

梁超豪在检查岗值班时，遇到一对夫妇

带着两名小孩申请入村。 经核查，该家

庭来自疫情重点地区。梁超豪便上前为

其测量体温，指引他做好来穗人员健康

登记，并第一时间与居委会、房东进行

沟通。

经了解，该来穗家庭不符合居家隔

离要求，需要到酒店进行集中隔离。 但

对方称经济压力大，不太愿意。 在劝说

过程中，梁超豪看见寒风呼啸，该家庭

有老人孩子， 便请他们进帐篷休息，并

倒上热水。 这一细心做法，让双方本来

有点僵持的局面瞬间暖化。 最终，这家

人也理解了防控疫情的需要，积极配合

集中隔离安排。

“我也曾试过离乡别井的滋味，希

望在他乡可以受到温暖的对待。将心比

心，我们也应该这样对待客人。”梁超豪

明白，疫情防控工作不是针对某个地区

的人，而是针对病毒本身。 他的做事方

式和工作态度，逐渐获得身边同事和组

织的认可，成为“火线入党”的一员。

人物：

梁超豪

，车陂街治保大队一中队班长

坚守防疫战线 突击队新兵火线入党

梁超豪（右

二）在防疫岗亭

中负责处理棘

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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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舒曼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