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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小州

，员村街程界西社区党支部书记，荣获

员村街

2020

年党员标兵称号

本

版

统

筹

信

息

时

报

记

者

卢

舒

曼

本

版

撰

文

信

息

时

报

记

者

刘

展

萍

王

佳

馨

本

版

摄

影

信

息

时

报

记

者

胡

瀛

斌

党员标兵

退伍不褪色，

实实在在把居民挂心上

和千千万万名居委会主任一样，员

村街程界西社区党支部书记江小州在这

个平凡的岗位上做着不平凡的事。 江小

州 1998 年 12 月退伍，1999 年 7 月正式

成为中共党员，2004 年 6 月到程界西社

区担任支部书记及社区主任。 他在千丝

万缕的工作中抽丝剥茧， 为居民解决了

一个又一个身边“难事”。 今年新冠肺炎

疫情来势汹汹，江小州发挥军人本色，毫

不犹豫地冲在最前线， 以身作则为身边

党员群众树立了榜样。

急居民之所急，解居民之所难

相比“江主任”，江小州更喜欢大家

亲热地喊他一声“州仔”。 人民的所急所

盼，是社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平时他经常到社区，急居民之所急，解居

民之所难。在疫情期间，社区在房屋租赁

上也衍生出不少纠纷。

当时， 有一名承租了十多栋楼的二手房

东，由于疫情原因租客没办法如期返穗，

租金没办法回流交至屋主， 而屋主没有

及时收到租金也产生不满， 由此产生纠

纷。由于涉及的房屋众多，牵涉到 7、8 位

屋主，由社区民警、驻点律师、社区工作

人员三方组成的协调会和屋主、 二手房

东进行了多次协调。 江小州运用长期扎

根社区累积的协调经验， 让双方都明白

彼此困难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双

方各退一步，给予一定期限的免租，最终

顺利解决纠纷。

做细做实社区防疫

在今年的突发疫情中， 社区成了疫

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 作为社区的负责

人、当家人，江小州没有太多的想法，匆

匆告别父母， 带领社区工作人员投身社

区疫情最前线。

程界西社区面积 0.3 平方公里，人

口超过 25000 人。辖区内有近百家商铺，

还有学校、企业、农贸市场，外来人口密

集、流动性强，防控困难重重。对此，社区

快速成立数据组、核查组、日常追踪组、

突击组等功能组，做好数据追踪，迅速排

查重点人员； 社区还联合石东实业有限

公司在程界西村口设置 4 个疫情防控

点，对进出人员实行严格管制,筑牢防疫

关口，严防疫情“外输内扩”；同时也充分

发挥党员干部的号召力和担当， 组织党

员志愿者加入防疫队列， 在各小区及村

口协助开展测温和引导居民做“穗康”健

康申报， 线上线下双结合派发防疫宣传

资料，疫情防控无小事，他们实实在在地

把居民的生命安全挂在了心上。

加班加点是常态， 有时候半夜收到

任务，大家也毫无怨言，第一时间将任务

完成， 争取将传播风险降到最低。 有一

次， 一所教育机构员工作为密切接触者

被送去集中隔离， 这位密接者的接触者

在程界西社区的家中居家隔离。 有一日

晚上， 这位接触者打电话反映自己有出

疹症状， 社区医生立即找来皮肤科医生

为其诊断。 次日，得知接触者半夜发烧，

社区马上将其连夜送去了天河区中医院

做核酸检测，最后发现是“有惊无险”，大

家这才松了口气。

社区互助形成良性循环

在江小州看来， 这次疫情收获最大

的是看到了社区居民一致抗疫的团结精

神。程界西社区是隔离人员最多的社区，

居家隔离户数最多时达到 20 多户，工作

量非常大，有时候不够人手，屋主也会主

动将菜送上门。有租客在武汉无法返穗，

屋主也响应号召主动减租。

疫情前期，酒精、口罩等防护物品十

分紧缺， 辖内有药店知道社区在做上门

入户工作，特意送上了酒精、口罩等防护

物品。后来，该药店另一分店的员工作为

密切接触者，需要进行居家隔离。大家感

恩药店在最困难时候“雪中送炭” 的义

举，也尽力为隔离者做好服务。

“大家你来我往的帮助，也离不开我

们平时长期比较多打交道， 平时居民群

众有困难我们都会尽力帮助， 社区群众

在困难时候回馈社区， 形成了一个良性

循环。 ”江小州说。

在江小州看来， 这次来之不易的抗

疫成果，彰显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量，

“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像我们一样的社

区党员干部，在岗位上坚守、在巩固中坚

持、在需要时担当，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

刻，党员拉得出去、顶得上来，成了人民

群众的‘主心骨’，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健

康。 ”

战疫先锋

主动请缨守一线，

老党员初心余热暖人心

人物：

邝泽棉

，绢麻社区第三支部书记，荣获员村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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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这

句话始终影响着员村街绢麻社区

的老党员邝泽棉，尤其是在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期间，邝泽棉将其作为

使命担当， 守护着他的“大家庭”

———11 号大院。

退休老党员心系社区献余热

今年 72 岁高龄的邝泽棉是原

绢麻厂的一名退休职工，也是一位

有着 40 余年党龄的老党员，同时，

他还是绢麻社区第三支部的党支

部书记。这么多年来，无论大小事，

只要社区有需要，他都会积极参与

社区各项工作，默默地奉献自己的

余热，居民都亲切地叫他“邝叔”。

2020 年春节， 一场来势汹汹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国。 日益严

峻的疫情形势和不断上升的疫情

数据，牵动着邝叔的心，本应该安

享天伦之乐的他“坐不住”了，主动

请缨加入疫情防控战线。

“首先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

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其次我在这

里待了几十年，对这里的人和环境

都很熟悉， 我觉得我还能发挥余

热，还能为群众做些事，为社区尽

些绵薄之力。 ”邝泽棉的话语朴素

而坚定。

带头守“一线”筑牢社区“防疫墙”

员村街绢麻社区的居民多为

原绢麻厂的退休老职工，辖内老年

人数量近 1500 人， 是典型的老旧

社区，突出体现为“三老”和“三

多”。 ”三老”即党员老、房子老、设

施老，“三多”即老人多、外来人口

多、难点多，疫情防控工作的难度

可想而知。

疫情防控初期，11 号大院小

区的人员出入管控成了社区防控

工作中的一大难题。 为此，有居民

前来向邝叔咨询该如何解决这一

问题，邝叔则立即出面牵头，针对

11 号大院小区的特点， 召集党员

志愿者和群众志愿者组建了 11 号

大院党群突击队，协助社区党员突

击队对 11 号大院小区进行封闭设

卡管理，并作为守点的主力，每日

分班协助物业公司为进入小区的

人员测量体温，解决了门口设卡处

经常无人值守的情况，同时严格按

照要求禁止“三送”人员进出小区，

风雨无阻。

在疫情防控关键时刻，邝泽棉

连日来执勤卡口，不断嘱咐进出的

居民要佩戴口罩、勤洗手、减少出

门的次数等，并在小区内进行不定

时的巡查，驱散聚集人群，对小区

的卫生死角进行排查，保障小区拥

有一个良好的人居环境，守护居民

的健康与安全。

防疫一线当先锋树榜样

疫情的来势汹汹让大家如若

惊弓， 邝叔的热心服务和耐心解

释，让大家感受到了防疫前线的温

度， 凝聚了每个人心中的一团火。

社区居民和社区工作人员提起他

都赞不绝口，他却说：“社区只要有

需要我就一定在，社区工作人员做

的工作比我们辛苦多了，我只是在

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我是老党员，

也是社区一分子，战胜疫情是大家

的事，参与社区防控，我们责无旁

贷！ ”

老骥伏枥守初心，疫情当前显

本色。 这位 70 岁的老人始终坚守

在疫情防控工作第一线，用在这场

战“疫”之路上用实际行动诠释初

心，用坚实臂膀担起使命，为人民

群众的平安健康保驾护航，彰显了

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用实际行

动践行了“共产党员永不退休”的

诺言。

程界西社区党支部书记江小州。

绢麻社区第三支部书记邝泽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