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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人物：

陈柱基

，车陂街广氮社区第四党支部书记

他是广氮“活地图”，也是社区“资料库”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展萍）

走在广

氮社区，向老居民们问到陈柱基，十有

八九都认识他。 扎根广州氮肥厂 25 载，

陈柱基和其他很多广氮职工一样，在这

里曾燃烧了最激情热烈的青春岁月。从

广氮厂到广氮社区，陈柱基的身份也在

不断变化———从广州氮肥厂工人到广

氮厂家属委员会主任，再变为车陂街广

氮社区第四党支部书记。 斗转星移中，

陈柱基这段难忘的峥嵘岁月汇入到时

代的大江河中，他的经历也烙上了新中

国改革开放的时代印记。

广氮生活区的“活地图”

对广氮厂如数家珍，陈柱基不仅靠

回忆，还有他的“百宝袋”———里面珍藏

着他收集的关于广氮厂各式各样的资

料。“这些资料都很珍贵，现在很多都已

经找不到了。 ”

走进广氮生活区，广氮的“威水史”

依然常常被居民津津乐道。 1957 年，广

州氮肥厂诞生于天河车陂，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成为我国中南地区规模最大的

一间氮肥厂，推动天河区地区城市化进

程。 20 世纪 80 年代， 广州氮肥厂超过

20 款产品销往香港地区及东南亚，“广

氮”之名传遍海内外。 步入 21 世纪，广

氮厂的历史任务完成，退出天河区工业

舞台。陈柱基介绍，“以前广氮厂就是一

个小社会，除了厂区，学校、医院、银行

等应有尽有，大家可以在这里解决生活

所需。 ”如今，广氮新村、32 号大院和 59

号大院仍是广氮职工及子弟的家园。

成为广氮社区的“活地图”，这背后

离不开陈柱基广州氮肥厂家属委员会

的工作经历，那里可以说是广氮社区居

委会的前身。 陈柱基于 1975 年入厂，在

最初， 广氮生活区由广氮家委管理；

1988 年初，广氮家委改名为广氮新村管

理处；同年 10 月，陈柱基调入管理处工

作，直至 2000 年广氮厂关闭。 1993 年，

广氮厂机构改革，广氮新村管理处与后

勤部门合并，称为房地产公司，后来改

名为物业公司。 陈柱基说，广氮家委会

成员是由厂部指派， 工作与居委会相

同，受车陂街指导。 家委会内设办事组、

管理组等组别， 工作范围包括办证、户

口管理、计生等管理工作。

广氮社区的“资料库”

广氮社区共有党员 505 人，其中 50

年以上党龄的有 122 人，不是都是陈柱

基在广氮厂时的老同事。“好记性不如

烂笔头， 在工作中遇到的重大事情，我

都会用笔记录下来。 ”陈柱基有写工作

日记的习惯，十年如一日。 无论是前期

从事的广氮家委工作，还是如今作为广

氮社区第四党支部书记，他统统都详细

记录。 从担任党支部书

记至今， 他每年一本的

党支部工作手册从未缺

席。翻开手册，里面不仅

详细记录着每一次会议

的记录， 每一次参与主

题教育后， 平日里的所

思、所感、所悟，有感而

发时也会随即就会在工

作手册里写下来。

当年在广氮厂的那

些事、那些人，全部被陈

柱基深深记录在脑海

中、笔记中。 2000 年广

氮移交车陂街属地管理后， 最初

把生活区设为 4 个居委会，在

2002 年划分为广氮和车陂北两个居委

会。 从那至今，陈柱基将每一次党组织

换届、社区居委换届的人员全部按照时

间清晰记录下来，形成了一部“广氮社

区工作人员变迁史”。

一边回顾当年灿烂的辉煌岁月，一

边受着激励走上新的征程。 正如陈柱基

在笔记中所写，“诗和远方的目标还没

有到达，歌声和汗水一路挥洒，让我们

在新时代的号角下，再一次出发。 不忘

初心，砥砺前行。 ”

人物：

肖志兴

，广州好人，车陂街广氮社区党委第七党支部书记，退伍军人

他在战场保家卫国，退伍后奉献社区工作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展萍）

车陂街

广氮社区有这样一位热血党员———年

轻时他穿上军装，保家卫国，荣立多次

战功；退伍后，他永葆军人本色，从战场

到社区，热心社区事务，在繁忙的工作

之余还加入多个志愿者队伍，保护家园

无私奉献； 他不忘共产党员的初心，是

保家卫国的好战士， 也是街坊的好邻

居。 他，就是共产党员、退伍军人肖志

兴。

上战场保家卫国 立下两次战功

走进肖志兴家中， 门口上挂着的

“光荣之家”牌匾闪闪发光。 墙上一张张

老照片，诉说着当年他作为侦察兵的难

忘经历。“保家卫国是每个公民的责任，

这是义不容辞的。 ”肖志兴说。 20 世纪

80 年代，肖志兴毅然报名参军，于 1983

年正式入伍。 入伍 3 天后，肖志兴成为

一名侦察兵， 参与了对

越自卫反击战。

肖志兴介绍， 侦察

兵的职责是侦察敌情，

回报后方炮兵和侦察

科。 刚入伍几个月，肖志

兴就执行了边境一线爱

店的侦察任务， 侦察公

母山周边范围， 一边接

受训练一边完成任务。

当好一名侦察兵并非易

事， 尤其是对于当时还

是新兵的他来说。 为此，

肖志兴把握每个练习机

会， 通过平时训练和执

行任务加强对边防一线

的警惕性。

在伍期间，肖志兴先后立过两次战

功。 有一次，肖志兴和班长、副班长接受

边境观察任务， 上到指定位置进行观

察，突然发觉在 5 米左右有敌人，于是

马上发起攻击。 肖志兴说，考虑到当时

不清楚敌情，也不熟悉地形，大家决定

立即向后方报告，请求支援。 支援人员

到位后大家继续埋伏， 搜索了三日三

夜。 有一晚刚下完雨，大家身体都湿了，

但仍然坚持在雨中潜伏。 此时，敌人突

然发起攻击，士兵们马上回击，在枪林

弹雨中迅速打败敌人。 在这场靠矛山炮

战中，肖志兴荣立战功三等功。

靠矛山炮战结束后，龙洲科甲成立

了一支侦察部队， 以侦察地方三个山

头，熟悉地形，了解敌情，实行反击，肖

志兴就在其中。1984 年 12 月，三个侦察

分队接到进攻三个阵地的任务，三个侦

察队攻如猛虎， 早上同时进攻三个阵

地， 最快的队伍仅用了 18 分钟就成功

占领敌军阵地。 成功占领三个山头后，

三个侦察队以灵敏的侦察触觉赶在合

适的时机顺利撤退。 1986 年，肖志兴应

上级部门要求调到师教导队当教练，培

养了一批侦察骨干。

扎根社区 20年 守护社区平安

肖志兴在 1987 年退伍，1988 年来

到广氮厂。 从此，广氮社区就是他的第

二个家。 2014 年，社区推荐肖志兴面试

天河区的公益性岗位，随后他成为车陂

街综合执法队的城管协管员，不到两年

便升为组长。 作为共产党员，肖志兴时

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工作多年

来，肖志兴曾获广州好人、先进个人、优

秀共产党员、 车陂街十佳志愿者等称

号，其所在的党支部于 2018、2019 年被

评为星级党支部。 如今，肖志兴担任车

陂街广氮社区党委第七党支部书记。

身为党员，肖志兴时常怀着一颗热

心服务社区。 城管协管员的主要职责是

巡逻社区，管制“六乱”行为，维持社区

治安。 不仅如此，肖志兴还在业余时间

组织志愿力量，带头组织了广氮社区巡

逻志愿者队伍，保护社区一方平安。 扎

根广氮 20 多年， 肖志兴早已把广氮社

区当成自己的家。 自车陂涌整治以来，

志愿者成为了这场治水攻坚战中的坚

实力量。 当时，车陂街发起“一水同舟，

守望相助”号召，鼓励社区居民支持治

水工作。 肖志兴二话不说，报名成为一

名河涌守望者，他带领的巡逻志愿队分

出一支河涌守望者小分队，对车陂涌进

行守护。 在肖志兴的带动下，越来越多

社区居民群众加入到志愿者行列。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肖志兴始终用

行动践行着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用

行动为社区服务，用行动体现志愿者的

价值，彰显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肖

志兴说：“多为人民做有益的事，做对社

会有贡献的事， 这是我作为一名老党

员、 一名退伍军人和一名志愿者的宗

旨。 ”

车陂街广氮社区第四党支部书记

陈柱基。 通讯员供图

陂街广氮社区党委第七党支部书记肖志兴。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