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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人物：

廖郁茹

，车陂北社区疫情防控突击队

59

号大院分队长

热心服务社区 战“疫”显担当

信息时报讯（记者 李丹）

参与社区

志愿活动、看望孤寡老人、疫情防控冲

锋一线……她是车陂街车陂北社区一

位普通居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 自退

休以来，积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热心参加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发挥余

热。

她就是廖郁茹， 于 1987 年 12 月

25 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直以共产党

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立足本职，诚

恳待人，团结协作，积极发挥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 现任车陂北社区疫情防

控突击队 59 号大院分队长，注册志愿

者，积极参加社区志愿服务活动、文艺

活动。 疫情期间积极响应组织号召、服

从组织安排，迎难而上，奋战在抗击疫

情一线，出色地完成工作使命。

热心服务社区 用情感动邻里

“我以前在广州氮肥厂工作，对车

陂有很深的感情。 ”廖郁茹居住在车陂

北社区，自 2009 年退休后，总想着为社

区做点事。 自 2018 年起， 廖郁茹开始

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她常常做义工，看

望孤寡老人，给他们送餐，为他们量血

压，了解他们的生活需求。

“我们会在探访中查看老人家中

是否有安全隐患， 比如卫生间有无防

滑垫和安全扶手等， 如果发现问题就

及时反馈给社区。 ”廖郁茹介绍。 她还

常常与老人闲聊拉家常， 排解独居老

人内心的苦闷，给他们带去欢声笑语。

只要社区居委或家综发出探访或

志愿活动通知， 廖郁茹总是第一时间

报名。 她说做志愿服务不仅能帮助别

人，还能提升自己，收获快乐。 在志愿

服务的忙碌中， 她把退休生活过得有

声有色：走河护涌、社区治安巡逻、志

愿培训、 公益活动……廖郁茹总是这

样乐此不疲地帮助有困难的居民，为

社区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受到街坊邻

里的一致好评。 多才多艺的她喜欢唱

歌、 跳舞， 还经常参加社区的文艺活

动、合唱团、朗诵队等，她的精彩表现，

给大家带来了欢乐和惊喜。

战“疫”显本色 带头冲锋一线

今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作

为党员的廖郁茹带头冲锋在社区疫情

防控的第一线，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坚定信念。 自 2

月 1 日起，担任车陂北社区 59 号大院

分队长的她， 严格落实上级防疫指示

精神，配合党员突击队管理，做好岗前

培训。 由于长期与居民打交道，善于沟

通，有耐心且人缘好，廖郁茹主动去到

情况最复杂、 最容易产生矛盾的小区

进行值守，即使值岗时间最长，她也任

劳任怨、毫无怨言。

疫情防控期间，廖郁茹兢兢

业业，每日坚持提前到岗为居民

测量体温，引导居民做好健康申

报等。 她的值守工作记录表清

晰、完善，体现着她对工作的一

丝不苟。 因此，作为突击队副队

长的林洁总是说，“把重要的工

作交给她很放心，她肯定能完成

得很好！ ”

在社区门岗值守之余，廖郁

茹还负责突击队的后勤工

作，可谓是突击队的“好管

家”。 在采购防护用品、消

毒水、消毒地垫时，廖郁茹

会精心对比挑选； 每次执

勤后撤岗时， 她会对物资

进行整理盘点， 做好物品

回收清单， 各项工作事无

巨细、 条理分明。 同时，作

为积极分子陈辉英的培养联系人，

她以身作则，还带领陈辉英一起奋

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做好自己” 是廖郁茹常常挂

在嘴边的话，这句话简单朴实，却彰显

着她低调做人， 默默奉献的优秀品质。

生活中，她总是面带微笑，给了许多人

阳光般的温暖；战疫前线，她用行动践

行着党员的初心使命，让党旗高高飘扬

在战“疫”第一线。

人物：

郝达明

，车陂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治保队大队长

做好“守门人” 护卫平安车陂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舒曼

）车陂村是

天河区最大的行政村，本地人员与来穗人

员的比例约为 1:4，呈现严重倒挂状态。 疫

情防控期间， 大量的流动人员带来了隐

患。 守住“村门”，就是守住车

陂人的健康平安。 在这个过程

中，车陂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治

保大队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

治保大队队长，郝达明的任务

更为繁重，一方面是守护土生

土长的家园，一方面也是兑现

自己的初心和诺言。

严防死守，保障车陂安全

车陂村居民会发现，疫情

防控期间“出入不便”，这是因

为进出都要办理出入证，接受

体温测量。 但正是这一措施，

守住了车陂的防控大门，保障

了居民的身体健康。 村中这些

“守门员”，都是来自车陂公司

治保大队， 队长正是郝达明。

他 1997 年在部队退役，1998

年加入村治保会工作至今。 说

到为什么选择在车陂工作，他

直言：“车陂是我的根，守土有

责。 ”

自疫情发生以来，郝达明

按照车陂街道的要求，组织治

保大队对车陂村 13 个路口进

行管控。 刚开始经过排查，车陂村流动人

员较多， 单是湖北户籍来穗人员就达到

6000 多人，如何为来穗人员提供快捷通行

和采取严控措施成为他工作中的“头等大

事”。

为此，他组织设计了“出入通行证”。

每位村民和租户都需要凭身份证、14 天行

程轨迹和居住证明才能办理。 这项措施不

仅很好管控了进出人员动态，同时也为街

来穗中心掌握来穗人员居住信息提供数

据支撑。 截至 4 月，车陂村已登记来穗人

员超过 17 万， 临时来访人数也达到 1.3

万，但保持了村内“零确诊”“零感染”的成

绩。

秉持公心，待下属如兄弟

每一天， 郝达明都遇到不同的问题。

有的入村人员不理解管控制度， 常与守

岗人员发生冲突； 有的居民深夜进村又

不能提供任何居住信息， 需要协助； 有

的居民手机行程轨迹有经过疫情重点地

区数据， 但坚称没有到过该地区， 争执

不下……他都需要冷静、 公正处理， 并

及时总结经验。

除了处理现场问题，郝达明还要在工

作群里为“兄弟们”加油打气。 在他印象

中，最深刻的不是成功处理问题，而是治

保大队队员没有因此退缩，坚持不懈守住

岗位，让他备受触动。

郝达明表示，作为一名大队长，在集

体里要有一种“公心、良心、爱心”。 公心是

对村公司、村民、单位集体、队员们都要有

一个公正、公道、正直的态度办事；良心就

是对自己身穿制服的责任， 全力做好工

作、办好事情；爱心是不管自己处于哪个

位置，都待队员们如兄弟一般，尽心关心

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积极奉献，维护家园治安

生于车陂，长于车陂，工作也在车陂，

郝达明时时心系家园。 去年，他作为党员

回到车陂街龙口社区报到，成为一名社区

在职党员。 每天工作之余，他积极参加社

区里垃圾分类、 创文工作等社区活动，尽

一位社区主人翁的责任。

今年，车陂街开展城中村垃圾分类优

化提升工作，在城中村内撤桶设定时投放

点，需要志愿者进行守桶引导。 郝达明二

话不说又报名参加。 每天晚上，经过一天

的劳累工作，郝达明还是再次“上岗”，来

到社区内的垃圾分类投放亭守桶，引导居

民进行正确垃圾分类。 在垃圾分类指导员

的引导下， 社区掀起了一股垃圾分类热

潮。

“身为车陂人， 我看着车陂村社环境

变得越来越美， 我们也有义务尽一份贡

献。 ”郝达明说，自从车陂街开展环境整

治，消除黑臭河涌，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

了， 作为党员更应该起模范带头作用，建

设更美丽的车陂。

廖郁茹。 受访者供图

郝达明。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