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卢白玉（左）在巡江中。 受访者供图

李文杰（左） 。 受访者供图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舒曼 ）

2019 年 5 月，陈幸福来到员村街道

侨颖社区二号大院及四号大院开展

原广州第二棉纺厂项目微改造工

程， 把老旧厂房改造成集文化、科

技、创意于一身的产业园区。在扎根

社区项目 2 年多时间里， 他勤勤恳

恳、任劳任怨地投入到“三旧项目”

改造中， 用不懈的努力和满腔的热

情谱写了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的初

心和使命。

对比 8 年前， 陈幸福刚大学毕

业，初到员村街租房时经历的“脏、

乱、差”环境，现员村街处于全面跨

越式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 未来广

州国际金融城西区将打造人工智能

与数字经济产业融合发展区。

“在新的历史使命下，让城市留

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就是我们

的工作。 ”在“三旧改造”项目工作

下，陈幸福积极协调集团资源，调动

项目组工人， 参加社区雨污分流工

程、配套设施更新改造，为员村街道

和侨颖社区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

2021 年 5 月末， 员村街开展第

一轮全员核酸检测。 在街道提出缺

乏检测场地和人力、物资等需求后，

陈幸福马上决定腾出 T.I.T 智慧园

四号大院项目 1200 平方米的场地，

调配物资， 还动员了集团的党员突

击队、志愿者 130 人次以上，协助开

展工作。

“经过多次与街道、社区并肩作

战，我也把自己当作新员村人。如今

项目工程部分已进入收尾阶段，我

也将在未来继续为园区经营管理保

驾护航， 为打造新员村贡献自己的

力量。 ”陈幸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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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十佳志愿者”，接力爱与温暖

总有那么一群人，他们不求回报，默默付出，只希望传递更多的温暖与爱心。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激励全街各级党组织、广大党

员和表现突出的居民群众，7月，员村街通过网络投票和街道评审团评定的方式，评选出“十佳志愿者”。 近日，部分志愿者接受记者采访。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淑萍）

从

今年 2 月末开始， 卢白玉成为一名

“护江使者”，在临江带状公园巡逻，

进行文明劝导。 他认为，公园绿化做

得非常好，但因缺乏管理，很多市民

遛狗不拴狗绳、 钓鱼者在甩杆时会

伤到路人， 甚至有市民在树上拉吊

床。

有的市民钓到清道夫鱼， 随手

就丢进花基里，过了几天，几十米外

都能闻到一股臭味。 遇到这种情况，

卢白玉直接用手将鱼抓出来， 同时

劝导钓鱼者不要乱丢鱼。 此前，他一

下子能从花基里抓出七八条， 而现

在偶尔能抓了一两条， 情况已大大

改善。

即使下雨，卢白玉也不缺席，哪

怕公园没有避雨的地方。 下水沟被

树叶堵塞了，他便去清理。 如果有市

民因骑车摔倒受伤， 他们及时伸出

援手。

每次巡江回家， 他的衣服都会

被汗浸湿。“为珠江带来安宁，为珠

江的洁净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卢

白玉认为， 相关部门牵头成立了这

支巡江志愿者队伍，大家不分寒暑，

刮风下雨坚持兢兢业业， 才换来了

这样的效果。

此外， 卢白玉还曾参与人口普

查。 有时他晚上 10 点上门走访，只

为配合对方的作息时间。 因所负责

的楼栋都不是电梯房， 每次他要爬

到九楼，持续了大概两个月。“我负

责登记的数据绝对正确， 每个小区

至少去三遍。 只要是有人在家，再困

难我也会解决。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淑萍）

身

为需要照顾两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的重度脑瘫儿子的妈妈， 徐桂容却

依然在不到 3年的时间积累了近

2000个小时的志愿服务。 更令人惊

讶的是，从2010年开始，她便作为义

工投入志愿活动中，至今已有11年。

2010年，她开始做义工，面向的

对象是外地来广州看病的重症病人

和需要临终关怀者。 她探访特殊人

群的家庭， 这当中有些家庭是支离

破碎的， 有些已经到了要离婚的临

界点。“虽然我的学识很有限，能做

的事情也是微乎其微， 但我还是为

他们提供一些关怀和做力所能及的

事情。 ”

2018年，她成为注册志愿者。 因

家庭的特殊经历，她选择了去义剪：

到小区、公园、红十字会医院、精神

康复医院，给残疾人、老人院、孤寡

老人、 环卫工人和街头流浪人士等

特殊人群义剪。 即使在疫情期间，在

做好防护的情况下， 她依然坚持为

那些行动不便的病患者和有需要的

长者义剪。 她还为流浪人员送餐，带

着与他们交朋友的心态， 倾听他们

的心声。

今年5月广州出现疫情期间，徐

桂荣义无反顾地参与街道、社区的核

酸检测和疫苗接种等志愿服务工作。

她和其他志愿者不断地加大嗓门反

复劝导居民遵循社交距离排队，教

大家怎样手机扫码登记加快采样效

率，安抚有情绪的居民等。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展萍）

每

天下午至晚上，在临江大道珠江边，

总能看到一群身穿绿色马甲的志愿

者在江边来回巡视，聚焦江边垂钓、

遛狗不牵绳、 噪声扰民等不文明行

为， 黄敏儿就是这支员村街文明巡

江志愿队的其中一员。 退休之后，黄

敏儿积极投身志愿者行列， 为南富

社区的文明建设作贡献， 为美好珠

江而努力。

无论是烈日当空还是风雨交

加，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文明巡

江志愿者们每天雷打不动到岗，那

一抹绿成了员村街一道特有的风景

线。 黄敏儿每天巡查是否有垂钓现

象，大部分情况下，垂钓者还是会听

从志愿者的劝导， 但也有不愿听劝

的情况， 黄敏儿就一遍一遍耐心劝

说，尽力尽职做好“文明监督员”。 每

天来来往往， 黄敏儿看到熟悉的老

街坊，总会笑眯眯跟他们打招呼，而

每天在江边散步的市民也慢慢跟她

熟络起来，见了面少不了打声招呼。

从 2017 年开始，黄敏儿活跃在

员村街各个社区， 积极参加志愿者

活动现场：绢麻社区、昌乐园社区、

怡景社区……她曾经参与过小区绿

化、公益活动宣传等等。 踏入志愿者

行列 4 个年头， 黄敏儿总是出现在

各种不同的活动， 每当社工打电话

问是否有时间做志愿服务时， 只要

有空她统统都会参与。 志愿服务慢

慢已经成了她的生活方式，“能尽自

己的力量帮助他人，为街道、社区更

好的发展出一分力， 这是我做志愿

者的意义所在。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展萍）

疫

情防控期间，除了医护人员、社区工

作者、民警等“逆行者”冲在前线，不

少社区居民也主动担起了抗“疫”重

任。 家住怡景花园的李文杰就是其

中一员。 作为天河区高新技术企业

广州中科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的总经

理，除了个人投身志愿者工作外，他

还积极带动员工参与志愿服务，把

志愿者精神传递给更多人。

今年 5 月， 李文杰捐赠了一批

防护物资给社区供防疫之需。 随着

各社区陆续开展全员核酸检测，他

马上组织员工参与怡景社区的核酸

检测志愿者服务工作， 并号召上下

游单位和公司其他区域的员工积极

投身志愿服务， 布置场地、 疏导群

众、 指导居民操作手机及有序登记

检测人员信息等。

2021 年春节前夕， 李文杰还联

合怡景社区其他志愿者一起对怡景

花园小区老旧居民楼的安全隐患、

卫生情况逐一巡查， 消除社区安全

隐患，保障社区和谐稳定。

李文杰还是一名在员村热土上

奋斗的创业者， 其企业专注于污水

治理、智慧水务、环保管家等内容。

因此， 他也注重培养下一代对水资

源的认识，提高他们的节水、护水意

识。 目前，他正在公司办公室内打造

一个展厅， 用作水环境智能化展示

之余，还可以作为一个公益小环境，

组织学校的孩子过来参观， 发挥科

普的功能。

在李文杰看来， 志愿活动是回

报社会的一种“捷径”，“我们时刻都

在接受社会的恩惠， 当社会需要我

们时，我们也要身体力行，主动承担

公民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做文明市

民的践行者和引导者。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舒曼）

在

百兴园门口， 总能看到一位戴着红

袖章的大妈与进出居民打招呼：“你

回来啦。 ”“孩子放学啦。 ”来自大连

的马艳平居住在百兴园 30 年，除了

成为一名“新广州人”，还主动担任

无物业小区的管理员和志愿者。

百兴园小区是一个由 75 栋自

建房组成的小区， 共有 1200 多户，

长期以来无物业管理，大门无门禁，

治安事件频发。小区业主认为，马艳

平有正义感，敢说敢做，能为大家做

实事， 纷纷推选她为小区业委会主

任。 后来，业委会解散后，马艳平继

续组建百兴园志愿者巡逻队， 用自

己的绵薄之力守护着小区的平安与

幸福。

马艳平主动联系小区广告商凑

钱装起摄像头监控设施，从 2017 年

起， 至今小区没有发生一起入室盗

窃案件。小区主干道被车辆压坏，下

水道水管爆裂，她自费为居民修路。

小区保安亭被居民拆除， 她四处奔

波申诉获得重建。 2020 年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 她组建五人值守小

分队，义务在小区路口站岗，为居民

守住疫情防控最后一道防线。

马艳平说：“小区没有保安，我

就是保安。虽然自己受点苦，但换来

一方平安。我觉得很值得。”期间，小

区居民向志愿小分队送来锦旗，上

面写着：“舍小我，顾大家；战疫情，

保健康。 ”这就是对马艳平最大的肯

定。

卢白玉：从不缺席的“护江使者”

徐桂容：生活再不易，志愿服务也不停歇

徐桂容为老人义剪。 受访者供图

黄敏儿：珠江边专盯不文明行为

黄敏儿。 受访者供图

张育梅参与志愿服务。 受访者供图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展萍）

作

为昌乐园小区的居民， 郑启鹏不仅

是小区环境、 管理日益提升的见证

者，还是一名志愿者，努力推动小区

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昌乐园小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建成的小区， 存在设施老旧的问

题，近年来街道、社区也在不断对小

区进行改造提升。 此前，志愿者在小

区内收集社区情况及居民需求，他

积极提出了绿化、规划、垃圾分类等

问题。 作为热心居民，郑启鹏干脆自

己就做了志愿者，建立业主群，搭建

起小区沟通的桥梁，收集、筛选街坊

对小区的改造意见， 并协助社工站

开展社区情况收集和反馈小区内需

求事项，形成文书形式反馈。

平时，郑启鹏言传身教，有空就

带着小朋友一起参与志愿活动。 之

前，昌乐园社区党委、小区物业开展

了昌乐园小区的植树美化活动，组

织志愿者种植花草， 郑启鹏也积极

带着自己的小朋友参与其中。 此外，

他还注意学习其他小区关于垃圾分

类的好做法， 希望将做法经验运用

到小区。

由于本身从事餐饮业， 郑启鹏

也积极争取资源服务居民， 在一个

街道和妇联组织的单亲家庭大型社

区活动中，他为社区拉取餐饮赞助，

协助并拉动整个社区餐饮赞助事

项，为活动带来了更丰富的体验。

郑启鹏希望将学习与帮助贯彻

到个人与家庭教育当中， 给启蒙中

的孩子一个良好的榜样， 也希望帮

助需要社会帮助的人， 让生活增添

色彩。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曾雯雯 ）

“消防栓漏水了？ 找强哥”“楼道灯泡

坏了？找强哥”“发粪池堵塞发臭？找

强哥”……这位街坊口中的“强哥”

是谁？ 原来，他就是员村街四横路社

区 2、3、5 号大院的保安员， 同时也

是大院居民的袁志强， 街坊们都亲

切地叫他“强哥”。

四横路社区是典型的老旧社

区，因建设年代较久，辖内楼栋基础

设施老化，时有出现楼道灯损坏、排

水管道堵塞等的问题。 由于保安的

上班时间比较灵活，十几年来，热心

的袁志强为大院居民提供免费修理

服务，谁家的门窗、灯泡坏了，水管

堵塞了，水龙头漏水了，一个电话打

来， 他都会赶去及时维修， 从不推

辞，也不计报酬。

去年夏天， 四横路 2 号大院的

化粪池堵塞了， 污水横流、 臭味难

闻。 得知情况后，袁志强马上联系工

程队进行维修。 在维修人员未到位

之前，袁志强先找来了工具，忍住令

人作呕的臭味， 顶着烈日一遍遍地

疏通着管道， 配合工程队把堵塞的

化粪池疏通好。 住在周边的居民，无

不竖起大拇指为他的热心点赞。

除了帮助街坊解决一些生活上

的烦心事， 社区居委会有需要帮忙

的，袁志强也是当仁不让。 在四横路

社区开展垃圾分类工作伊始， 袁志

强就作为社区志愿者主动协助居委

做好宣传工作， 并为社区垃圾分类

当好“守桶人”。 在社区里，经常能看

到袁志强向居民宣传垃圾分类知

识， 不厌其烦地告诉居民垃圾的正

确投放方式。 因表现突出，袁志强还

获得了由四横路社区及员村街社工

服务站颁发的“推动垃圾分类工作

积极人物”称号。 袁志强说，自己做

的事，好多只是举手之劳，不值得多

提，“我只是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情。 同住一个社区，大家好，才是真

的好。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参与

社区疫情防控、上门探访孤寡老人、

开展爱心义剪……自 2020 年正式注

册成为志愿者以来， 员村街美林海

岸社区的居民张育梅就全身心投入

到志愿服务中， 每天把自己的日程

安排得满满的，但她却乐此不疲，在

“忙碌”中收获人生价值。

在疫情发生初期，社区防控工作

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张育梅主动报

名成为疫情防控志愿者的一员，一

起守护社区的安全。 此后，她把志愿

服务当成了自己的工作， 只要社区

有需要，她总是第一时间响应，包括

疫情防控值守、爱心帮扶老人、宣传

垃圾分类等等。

从成为志愿者至今仅一年多的

时间， 张育梅的志愿服务时长已超

过 600 多个小时。 在张育梅的影响

和带动下， 她身边的亲人、 朋友也

开始加入志愿服务的行列。 张育梅

和妹妹都有剪发的手艺， 她还带头

组建了爱心义剪队伍， 与妹妹一起

教授更多的人简单的剪发技巧， 时

常去到医院、 公园、 独居孤寡老人

家里开展义剪服务， 受到居民的欢

迎和一致好评。

如今，张育梅每天还坚持去到员

村辖区的公交站点站岗，进行文明交

通引导。 在程介西公交站，时常能看

到她身着黄马甲热情服务乘客，耐心

给行人指路的身影。 她用自己的点滴

行动和爱心， 为社会默默贡献着力

量。

郑启鹏：搭建沟通桥梁助力小区建设

郑启鹏。 受访者供图

袁志强：社区的“万金油”

袁志强在执勤。 受访者供图

张育梅：排满志愿行程 乐人亦乐己

李文杰：带领员工一起做志愿者

马艳平：“小区没有保安，我就是保安”

马艳平参加志愿服务。

信息时报记者 胡瀛斌 摄

陈幸福：当好员村人，留住员村记忆

陈幸福在参加志愿服务。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