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五险一金齐全，住宿也有

保障，不需要过多为生计发愁；和子

女开心视频，闲聊工作情况……这

是詹洪兰在 2019 年之前，不曾想象

过的生活。 詹洪兰今年 48 岁，老家

在贵州省纳雍县新房乡，她家是因

病致贫的典型贫困户。 从异乡漂泊

的流动工人，生活不断向好转变，这

有赖于天河区员村街的扶贫政策

帮扶。

“每天的工作是打扫卫生。 我

从小是在农村长大的， 这些活干习

惯了，不觉得累。 平时，领导、同事

们对我们都很关心。 特别是街道还

帮我们租房子，不用发愁水电问题，

感觉很温暖。 ”詹洪兰坦言:“在街道

环卫站工作，收入稳定且有保障，还

能得到来自组织的关心和温暖，非

常满足。现在工资比小孩还高一些，

小孩都为我高兴！ ”

1 月中旬， 詹洪兰的父亲生病

离世。 离家一年的她， 向领导请假

奔丧。 詹洪兰表示， 回到工作岗位

后，将继续努力工作，扮靓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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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小州

，员村街程界西社区担任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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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通了、环境美了、生活更幸福……

健康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2020年是特别且难忘的一年。这一年，我们熬过了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员村街保持了“零确诊、零

疑似、零事故”的成绩；我们挺过了复工复产复课的考验，企业工厂学校迅速恢复秩序；我们享受到员

村街公共事业发展的红利，修路、治乱、建成党群服务中心，生活越来越幸福。 这一切离不开全体员村

人的努力，这份成绩属于你我。 现在，来听听他们的心声，重温 2020年的记忆。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卢舒曼 崔小远 实习生 陈炜

做好基层防疫，愿每个人都健康平安

2020年3月， 正值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复工复

产时期， 员村新街一烘培店率先在店门前打出

“免费向社区逆行者赠送茶点”的招牌，引发大家

关注。 5月， 员村街举办公益送暖暨慈善为民活

动，该烘培店也捐出500多份糖水、糕点，派发给

社区一线工作人员。

“经历这场疫情， 我们体会到社区一线工作

人员的辛苦，他们为保障社区平安付出很多。”烘

培店经营者张春色说，去年初刚复业时，店里漏

水找不到业主帮忙，她最终联系民警和社区工作

人员解决。“我听他们说很久都没放假，也不够防

疫物资。我顺手给了一些口罩，他们已经很开心。 ”

张春色说，因此萌发向“战疫者”送茶点的想法，。

对张春色来说，2020年尽管生意不如以往，

但是看到环境美化了，道路通畅了，也感到很欣

慰。她以前曾在别的街区开店，都没有做下去，只

有员村店做了5年，主要原因

是难以割舍街坊情。“有些熟

客煲了汤，会拿来跟我分享；

回老家拿了特产， 也送些给

我。 有些小孩从襁褓时哇哇

大哭到会走路会叫人， 我都

看着他们成长。 ”张春色说，

甚至在这艰难的一年， 有些

大公司订单都是员村街坊帮

忙牵线达成的。

做好居家服务、 排查返穗人

员、解决居民群众的后顾之忧……

这是江小州的工作日常。 江小州介

绍，辖区外来人口密集，在员村街

道“大家庭”的帮助与居民群众的

配合下， 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

发至今，社区疫情防控工作有条不

紊地开展着。“现在我们做什么事

情都首先考虑防疫， 没有放松过。

牛年春节即将到来，我最希望的就

是疫情远离我们，每一个人都健健

康康、平平安安。 ”

在江小州看来，2020年最大的

“不一般” 就是向居民们宣传倡导

戴口罩、勤消毒的重要性。“疫情来势

汹汹， 每个人的生活都受到了影

响。 在以前，戴口罩出门可能显得

有些匪夷所思，而现在，我们不仅

习惯戴口罩出门、注意消毒，甚至

也自觉关注新闻，了解各地疫情的

状况。 特别是新春将至，每个人的

心更是连在一起。 ”他表示，这一年

来，居民群众从生活习惯到思想都

发生了质变，变得愈来愈注重卫生

和健康；“回家团聚的传统观念也

有所变化，不少居民决定响应政府

提倡，留穗过年。 ”

江小州。 信息时报记者 胡瀛斌 摄

人物：

邝泽棉

，绢麻社区第三支部书记

退休老党员心系社区献余热，守护家园勇担当

2020 年春节，日益严峻的疫情

形势牵动着邝泽棉的心。 当得知社

区需要志愿者时，他主动请缨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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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我在这里几十年，对人和环境

都很熟悉，我觉得还能发挥余热。 ”

邝泽棉说道。

“2020 年最让人难忘的是辛勤

的社区工作人员，以及无私奉献的

志愿者们。 社区居委会全体人员始

终站在第一线，每天都辛苦奔走社

区， 关心居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没

有正常过周末。 约 20 名社区党员

和热心群众志愿者们，共同组建 11

号大院党群突击队。 大家每天值守

在社区，一直坚持到 2020 年五月。”

邝泽棉介绍，在值守过程中，被志

愿者们的服务精神感动，居民们有

的送上免洗消毒液，有的送上桶装

水，有的送水果。

“党群突击队的志愿者们平均

年龄为 70 岁，大家的体能肯定不如

年轻人。 希望在 2021 年，尽己所能

奉献社区。 也希望疫情早日退散，

全国人民身体健康，经济建设取得

更大发展。 ”邝泽棉称。

邝泽棉。 信息时报记者 卢舒曼 摄

人物：

蔡文贞

，天河区员村联组人大代表、广东粤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尽自己能力为社会做实事

蔡文贞。 受访者供图

疫情期间，他第一时间调动资

源收集口罩、消毒液等物资，派车

送往湖北地区；社区有难，他主动

出资，修水管、建广场，改善居民的

生活环境。 他叫蔡文贞，不仅是一

位企业家，还是一名忠于人民的人

大代表。

2020 年伊始，随着疫情防控工

作全面开展，各地防护物资短缺成

为一大难题。 蔡文贞调动私人关

系，从国内外筹措了 8.4 万个口罩、

1800 斤消毒液等医疗防护物资，捐

赠给湖北和广东的抗疫一线。

除了胸怀大爱，蔡文贞更忘不

了员村的街坊。 员村街有多个老旧

大院，主要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

工厂职工生活小区， 设施陈旧老

化，没有物业管理公司也难以得到

维护。 蔡文贞看不过眼，凭着做建

筑公司的优势， 主动把其包揽下

来。 2020 年 9 月，他安排工程队维

修四横路社区五号大院的星光老

年之家， 粉刷渗水掉皮的墙壁，换

掉被白蚁蛀烂的木门；重新铺设健

身广场地面， 保障老人活动安全；

还建起了垃圾分类投放亭，让社区

环境焕然一新。

人物：

詹洪兰

，来穗务工人员、员村街环卫站环卫工人

收入有保障，生活越来越幸福

人物：

张春色

，员村新街某烘焙店经营者

邻里关系融洽 我不舍离开

支英有两个孩子，目前大的上初二，小的三

年级，先后就读于天河区昌乐小学。 支英也担任

昌乐小学家委会会长，一做就是八年。

“我更关心孩子的上学安全。 ”支英说，昌乐

小学低年级学生在旭日校区就读， 学生每天必

经乐学街。 在乐学街还未命名前，道路两旁都是

乱停乱放的车辆。 每逢上学放学时间，也是车辆

进出的高峰期， 对孩子出行非常危险。 从 2020

年 11 月开始，员村街对乐学街进行命名，并联

合交警部门对违停车辆开罚。“如今路面车辆少

了很多，还在进行升级改造，相信以后会越来越

好的。 ”

支英表示，除了治违治乱，去年员村街更重

视丰富居民的文化生活。 她作为家委会会长，经

常组织昌乐小学亲子阅读活动， 场地是首要考

虑的问题。 2020 年 11 月，天荟公馆图书室落成

开放，“我住在天一庄，走过来才几百米，我家孩

子放学后喜欢泡在这里， 我就想把这个地方推

荐给其他家庭。 ”

2021 年 1 月 15 日，期末考试结束后，昌乐

小学家委会在员村街图书馆举办了首场新年亲

子朗诵会。 新图书馆不仅有 8000 多册藏书，还

装修成环形小剧场，孩子们可以在上面讲故事、

读经典、 表演节目。“很庆幸我我们生活在这

里！ ”支英说。

张春色。 受访者供图

人物：

支英

，山顶社区天一庄小区居民

员村街更重视文化生活

支英。

信息时报

记者

卢舒曼 摄

詹洪兰。 信息时报记者 崔小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