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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慰

问、入户宣传、协调民意……社区里处处

都能看到张亚力忙碌的身影。“群众无小

事，事事总关情！ 能为居民们做我力所能

及的事情，是我的荣幸，这让我很有价值

感。 ”海珠区瑞宝街金碧南社区党支部书

记、居委会主任张亚力说。

自去年 6 月接手金碧南社区工作以

来，她坚持深入社区听取民意，耐心了解

辖内居民情况，以最快的速度熟悉各项事

务， 成了奔走在各个楼宇之间的“贴心

人”，也很快从社区居民口中的“新书记”

变成了“好书记”。

忙碌在核酸检测点

5 月底到 6 月份， 张亚力一直奔波在

疫情防控的第一线。据悉，5 月底金碧南社

区出现几名密接者和次密接者，接到消息

后，张亚力第一时间组织队伍，穿上防护

服，对密接者进行转运，对整栋楼进行“扫

楼”。“事发突然，还好我们的工作人员都

很给力，他们都很辛苦，我只是做好统筹

工作，然后跟大家一起干。 ”张亚力谦虚地

说。

对于辖内的次密接者，张亚力也积极

协调社区工作人员、物业工作人员、志愿

者为他们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将日常物资

以安全、 快速的方式送到居民家门口。 不

仅如此，张亚力还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的服

务，菜品的搭配、学生复习资料的打印等，

事无巨细一一落实。

“那段时间经常加班到很晚，我干脆就

搬来居委会住了，这样也方便随时行动，毕

竟回家住我也不安心。 ”张亚力回忆。

作为一名优秀的社区书记和基层党

员， 张亚力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

作用，积极为居民办实事，以实际行动赢得

了居民的信任和点赞。

自 5 月底海珠区开展全员核酸检测以

来，她不仅带领社区党员、在职党员推动核

酸检测工作的开展，还积极组织各方力量、

链接各方资源支援检测点， 并指引和动员

广大志愿者投身社区志愿服务。 维持现场

秩序、协调物资分配、为老人小孩疏通绿色

通道……核酸检测点到处都是张亚力忙碌

的身影，居民们也全都看在眼里，纷纷对她

说：“张书记，你休息一下吧，天气太热了。”

张亚力却笑着挥挥手， 继续回到岗位上忙

碌起来。

化身普查员推进普查工作

平日里张亚力同样心系居民群众。 张

亚力说，去年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

也是她来到金碧南居委会工作后难忘的经

历之一。

为了高质量、高标准完成普查任务，确

保辖内居民的数据真实有效， 张亚力常常

主动放弃休息时间，在居民下班回家后，加

班加点地入户普查。

“当时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金碧南别

墅区， 每户的院子都很大， 还不一定有门

铃，就算大声喊，住户也可能听不到。”为了

解决这一难题， 张亚力利用平时走访社区

积累的人脉， 联系了在别墅区内比较有号

召力的居民老潘。

在初步了解情况后， 老潘提出让工作

人员来到自家院内， 同时协助联系别墅区

居民们集中前来登记。 就这样，一张桌子、

四张石凳，还有院子中一盏温馨的小灯，金

碧南别墅区人普登记工作顺利开展起来。

在登记任务完成后，张亚力看了看手表，已

是凌晨。

来到金碧南社区短短一年多时间，张

亚力已成为居民口中的“好书记”，社区居

民无论遇到大小事，都会第一时间想到她。

“看着不少居民从刚开始对我们工作的不

太配合，到后来的理解、感谢，我觉得所有

的努力都很值得， 大家的支持就是我前进

的动力！ ”张亚力欣慰地说道。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建毅）

多年来，

番禺区钟村街祈福新邨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陈国谊在岗位上兢兢业业、尽职

尽责，从做好社区管理，到排解邻里纠纷，

打造惠民设施，都秉承为群众办实事的初

心。 他带领社区工作人员，不断探索社区

建设新思路，服务民生新途径，其实干、暖

心、担当的作风，获众多社区居民点赞。

“五社联动” 优化整合资源

陈国谊 2018 年调到祈福新邨社区担

任社区党委书记。 祈福新邨社区占地 2.5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达 9 万人，还有港澳台

同胞 3652 人， 来自 92 个国家和地区的国

际友人 1433 人。 庞大的人口基数、复杂的

人员结构、纷繁的工作事务，对于仅有 13

名工作人员的祈福新邨社区居委来说，如

何做好基层治理服务是一大考验。

在陈国谊看来，通过优化整合资源，打

造协同协作、多元共治生态圈

（社区动员体

系）

是“解题关键”。 近年来，祈福新邨社区

创新工作思路，积极探索建立“党建引领、

五社联动”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在实践中，陈国谊依托网格化管理，把

社区党员、在职党员编入网格组，认领负责

楼层并定岗定责， 让党员志愿服务延伸到

家家户户；建立“小区志愿者群库”，组建不

同类型的志愿服务小组， 为街坊提供专业

化服务；开设“祈福新邨居委会”和“祈福新

邨五社联动”官方微信公众号、抖音号，社

区党员群、志愿者群等共计 30 个……

“如今我们有社区党员 442 人，在职党

员 798 人，志愿者服务队 300 人，青少年志

愿者团队 120 多人， 他们在社区工作中发

挥了大作用。 ”陈国谊说。

家门口“搭舞台”“赠书香”

“一名合格的社区党委书记，把居民的

冷暖时刻放在心上， 用心用情做好服务必

不可少。”陈国谊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

始终以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具体问题为

目标，充分调动社区、社会组织、专业社工

人才、社区企业、社区基金“五社联动”的力

量，列清社区资源、服务、需求清单。

祈福新邨社区每年都会定期推出青少

年夏令营、社区羽毛球赛、长者免费体检等

各类接地气活动。 陈国谊透露，下半年，他

们筹备推出读书沙龙、手冲咖啡等 15 场特

色活动， 今后还会邀请辖内的外籍居民体

验中国传统文化，拉近社区邻里情。

祈福新邨社区文体氛围活跃、 文艺达

人众多，多支舞队屡获佳绩。陈国谊通过社

区党委、居委牵头协调，与祈福集团党总支

共建， 灵活利用社区基金会基金建设祈福

舞社，并计划以此培育 4 支特色舞蹈队，打

造社区自有文化品牌。

为满足祈福新邨居民就近阅读需求，

钟村街道办事处、祈福社区党委、祈福集团

联合打造社区图书馆，藏书近万册，可同时

容纳 50 人阅读。 陈国谊带领团队优化服

务，为居民提供舒适的阅读环境，每个月还

会举办两场读书活动。 陈国谊还发动青少

年志愿者力量，宣传垃圾分类知识，引导居

民正确分类， 带动更多群众成为社区文明

的“倡导员”和“推行者”。

陈国谊希望，在下一个五年里，汇众智

凝共识聚合力， 促进祈福新邨社区建设成

“同心聚力”的美好宜居社区，努力营造“社

区有变化、居民有感受、社会有认同”的和

谐氛围，让群众生活更有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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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发起“想请社区书记帮个忙”环节，请将您

想提问的问题，在微社区 e 家通街道号刊登的“街坊点

赞社区书记”文章下方留言。小 e 将把您的问题转达社

区书记，由社区书记答疑。

欢迎参与互动

番禺区钟村街祈福新邨社区居民提问：社区里居住着很多外国人，我家也有几个外国邻居，居委会

可否开展一些英语沟通课程和关于外国文化的活动，便于我们和他们沟通？

钟村街祈福新邨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陈国谊答复：

祈福新邨社区是一个超大型的国际化社

区，如何让本地街坊与外国居民、邻里之间达到和谐共融，一直是祈福居委会重点关心的问题，也做了

很多尝试，如组建了外国人志愿者队伍。 目前，我们与外国人志愿者队伍加强沟通合作，在社区图书馆

开展英语沙龙和外国文化艺术类活动，预计最快 9 月份开始，届时欢迎社区居民踊跃参加。

想请社区书记帮个忙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街坊点赞社区书记

25

海珠区瑞宝街金碧南社区党支部书记张亚力

为做好社区防疫 她常常加班至深夜

番禺区钟村街祈福新邨社区党委书记陈国谊

调动“五社联动”力量 打造美好宜居社区

张 亚 力

自去年

6

月

接 手金 碧 南

社区工作。

受访者供图

祈 福 新 邨

社 区 党 委 书 记

陈国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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