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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身边好党员

□

专题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卢舒曼

□

专题图片 受访者提供

车陂街发起“寻找身边好党员”活动，目前获 31.5万次投票

41名好党员，用榜样成为车陂街先锋力量

编者按：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 99 周年之际，车陂

街党工委联合信息时报社、“微社区 e 家通文化车

陂”微信公众号开展“榜样的力量”2020 年度车陂

街身边好党员评选活动。 目前共有 41名身边好党

员进入候选范围， 包括 28 名支部党员和 13 名在

职党员。

身为社区优秀党员，他们理想信念坚定、思想行

动一致。 在工作、学习中，尤其是在本次疫情防控工

作中，自觉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7月期间，车陂街通

过线上展播、投票、评审的方式，传播 41名身边好党

员的先进事迹， 让榜样的力量成为车陂街发展的原

动力。 目前线上投票共获得约 31.5万次票数。 接下

来，将通过群众投票与专家评审相结合的方式，在其

中评选出“车陂街 2020年度十佳好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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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陂街道机关二支部

2013年12月起李政洪任

车陂街综治维稳和信访科副

科长，现任车陂街二级主任科

员。 2020年荣获广州市“新中

国成立70周年安保维稳工作”

先进个人。

李政洪

王活聪

车陂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党委

治保大队党支部

作为车陂村治保大队的

一员，王活聪始终牢记守土有

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的信

条，以保护车陂村的平安和谐

稳定为己任。

叶韶阳

车陂街东圃社区

党总支部第二党支部

叶韶阳于2012年入职车

陂街社区居委会工作， 身兼

司法、综治、消防等工作，不

辞劳苦，不耻下问，用实际行

动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

黄惠娟

车陂街西湖社区党总支部

黄惠娟扎根于社区默默

奉献， 曾先后获得“天河好

人”、车陂街“十佳志愿者”、

车陂街“优秀党员”等荣誉称

号， 并在车陂街西湖社区党

总支部民主评议会议中连续

多年被评为“优秀党员”。

刘德根

天长商贸园党支部、 车陂

街西湖社区党总支部 （在

职党员）

刘德根积极参加西湖社

区党总支部政治学习， 在疫

情期间撰写50余篇战“疫”报

道被省、市、区媒体刊发，传

播车陂好故事。

何湛桐

天雅社区党总支部

第一党支部

疫情发生后，退休党员

何湛桐从佛山来到了天雅

社区，从口袋掏出了2000元

交到党总支书记手中，践行

了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陈聚伟

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业技

术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教

工党支部、 天雅社区党总

支部（在职党员）

在2019年开展的在职党

员回社区报到活动中， 陈聚

伟结缘车陂街天雅社区居委

会，在社区开展各类服务。

汤燕

龙口社区党总支部

疫情防控期间， 汤燕为

一名社区党员、党建工作者，

与丈夫自年初三开始一起奋

战在车陂街战“疫”一线，把

两个女儿留待家中交给亲人

照顾。

郝达明

车陂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党

委、龙口社区党总支部（在

职党员）

疫情发生后， 郝达明作

为车陂公司治保队大队长，

为来穗人员提供快捷的通

行， 严控疫情重点地区人员

入村便成为他的头等大事。

朱晓辉

车陂街西岸社区党支部

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

汹， 朱晓辉在疫情监测点坚

守20多天，开展车辆疏导、现

场秩序、 车辆和司乘人员信

息登记等工作任务。

马志恒

车陂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党

委治保大队党支部、 西岸

社区党总支部（在职党员）

马志恒曾被评为1996年

度群众治安保卫工作先进工

作者、1997年和1998年社会治

安积极分子，2006年度车陂

街优秀出租屋管理员。

彭红红

沙美社区党总支部

彭红红， 面对新冠肺炎

疫情的来势汹汹， 听命于组

织的一声召唤， 立刻踏上列

车，返回工作岗位，听从街道

的指挥和派遣。

温颂元

南沙浪奇制造党支部、沙美

社区党总支部（在职党员）

温颂元从去年回沙美社

区报到后， 积极参加党组织

开展的活动。 今年，他积极配

合社区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和

城中村垃圾分类工作宣传。

梁淑欢

东岸社区党总支部

当疫情来临时， 梁淑欢

作为社区工作人员， 积极响

应动员，迅速进入战斗角色。

她主要负责重点地区人员健

康排查， 将辖区居民群众的

健康放在首位、护在身后。

黄桂纯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天河实

验学校党支部、 东岸社区

党总支部（在职党员）

黄桂纯入党后，时刻以党

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后，她主动提前

结束休假，为学校师生和社区

开展志愿服务。

刘金洲

美好社区党支部

1月28日， 车陂街美好社

区美好居小区确诊有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病例后，刘金洲身

先士卒、不顾自身安危，在小

区内进行逐一入户走访，主动

到确诊患者所住楼道积极协

调上级和防疫部门开展工作。

邓礼晓

美好社区党支部（在职党员）

在职党员回社区，让邓礼

晓重新体会了“为人民服务”

五个字的含义。他和社区工作

人员一起挨家挨户上门宣传

预防登革热知识，在疫情防控

期间为来往居民测量体温，自

愿捐款支持疫情防控工作。

王佩瑶

车陂北社区党委第一党支部

从2015年1月开始， 王佩

瑶作为车陂北社区计生工作

人员，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和省

市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和规

章。 她关注民生、关爱弱势群

体，让人民群众感受到了社区

计生工作人员的真情和诚意。

廖郁茹

车陂北社区党委第三党支部

廖郁茹现任车陂北社区

疫情防控突击队59号大院分

队长，积极参加社区志愿服务

活动、文艺活动。在疫情期间。

她迎难而上，奋战在抗击疫情

一线，出色地完成工作任务。

瞿伟健

车陂北社区党委（在职党员）

去年2月， 瞿伟健积极响

应在职党员进社区服务行动，

来到车陂北社区报到。从那时

起， 他积极参与社区活动，服

务社区居民，用自己的行动感

召左邻右里，诠释一名共产党

员的先进性。

叶颖欣

广氮社区党委第十党支部

叶颖欣工作认真负责且

出色，对上级交办的每一项工

作，科学安排时间，按时按质

完成任务；对所管理网格产生

的相关业务严谨细致，被评为

广氮社区的后备干部。

詹培城

广氮社区党委第四党支部

詹培城今年92岁，有着59

年党龄，是一名退伍老兵。 他

与89岁的妻子一同积极关心

社区建设，在疫情防控物资紧

缺期间无偿捐赠一批批防疫

物资。

刘文龙

广州特种承压设备检测研

究院党委第五党支部 、广

氮社区党委（在职党员）

刘文龙在工作中严格要

求自己，在社区热心参加志愿

服务。 加入广氮社区在职党员

队伍后，用实际行动和汗水诠

释新时代的新担当、新形象。

苏焕仪

旭景社区党总支部

日常工作中，苏焕仪一直

保持“为人民服务”的心态，特

别对于“孤寡群体、老弱病残”

总是分外上心，坚持着力所能

及的使命感，给别人解决一丝

丝的燃眉之困。

李焕兰

旭景社区党总支部 （在职

党员）

年初三，李焕兰同志积极

响应旭景社区党组织的号召，

迅速投入到防控工作中来。与

社区工作者、志愿者们一起挨

家逐户敲门登记居民信息。

余新民

天坤社区党总支部

余新民持续站岗期间，党

总支总能收到他的一条短信：

“我现在回去吃饭， 明天继

续。 ”让我们看到他在行动中

践行初心，勇担使命，是一名

党员在疫情下起到的先锋模

范作用。

周国珍

广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西

村水厂党支部、 天坤社区

党总支部（在职党员）

今年2月， 周国珍申请参

加疫情防控工作，发挥基层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

黄满森

西华社区党总支第二党支部

2016年10月，黄满森到车

陂街西华社区担任计生专干

一职。 在实际工作中，她始终

保持积极进取、不计得失的良

好精神状态， 为群众办实事、

办好事、解难事、讲效率，脚踏

实地为老百姓服务。

杨桂珊

广州粤恒丰水产品综合批发

市场有限公司党支部、 西华

社区党总支部（在职党员）

去年7月， 杨桂珊加入了

西华社区在职党员队伍。 她是

工作岗位上的模范书记，社区

的称职党员，在不同的岗位上

绽放不一样的青春。

赵桂华

假日园社区党支部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赵

桂华主动当好疫情防控宣传

员，筑牢疫情防控"防火墙"。

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

产党员" 平常时候看得出来、

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

豁得出来"的意志品性。

许晗

假日园社区党支部在职党员

疫情初发阶段，许晗第一

时间在小区组建了三方

（居

委、物管、业主）

“共同抗疫”微

信群。 许晗作为一名党员，在

做好自我防护的同时，责无旁

贷地去贡献应有的力量。

李飘

新涌口社区党支部

在工作中，李飘时时处处

以身作则， 为人处事正派公

道，按照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

有关法规严格要求自己。他努

力完成上级布置的工作，坚持

联系群众， 做好稳定工作，发

挥大家的积极性。

陈小燕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综合党支部、 新涌口社区

党支部（在职党员）

陈小燕认真履职、主动作

为，在支援生产等各项防控工

作的基础上，努力营造“众志

成城抗疫情， 全力生产报供

应”的浓厚氛围。

陈颖

天河区惠爱社区服务社党

支部

陈颖2010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2018年3月成为天河区

惠爱社区服务社中的一员。她

总把“做事先做人，万事勤为

先” 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时

时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韦庆奖

广州冠建工程质量检测有

限公司党支部

韦庆奖于2015年07月入职

广州冠建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

司， 从事管理部文员岗位。 自

2018年开始， 他担任部门负责

人至今，现任管理部部长。

王运华

广州锦达信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党支部

王运华，2013年11月成为

一名党员。 工作以来，他认真

踏实、学习勤奋、自觉性强，积

极参加各项活动，在思想等各

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受

到了同事和领导的好评。

江岳衡

天长商贸园党支部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江岳

衡作为园区负责人积极响应，

严格按照上级要求部署第一

时间安排落实各项防范措施，

启动应急预案，严控园区出入

口，加强消杀力度，切实保障

园区公共卫生安全。

林启新

车陂街执法队党支部

疫情期间，林启新每天都

在疫情防控第一线，维护城中

村治安。 期间，他共检查市场

周边340个次，内街内巷660条

次， 巡查餐饮店1825个次，劝

导行人725人次， 向餐饮店铺

宣传防控知识200余次。

陈典鹏

车陂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党支部

作为一名社区公卫医生，

陈典鹏的职责就是为社区居

民的健康“保驾护航”。 2015年

起，他带领医疗团队深入社区

开展免费体检活动，累计千余

名社区居民受惠。

陈梅贞

车陂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党支部

平日的工作中，陈梅贞主

要负责医疗耗材、 药品采购。

早在疫情正式影响广州之前，

陈梅贞凭着高度的职业敏感，

提前准备了部分防疫物资，为

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保障。

曾淑君

车陂街平安促进会党支部

曾淑君就职于广州市天

河区西华幼儿园，她忠诚于党

的教育事业，孩子们亲切地称

她为“园长妈妈”。曾淑君是一

名普通的党员，担任着园长的

职务，在带领全体教职员工为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