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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和人

从幼师到社区书记，

她乐做居民的“贴心人”

人物：

张钻芬

，林和街道侨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2012 年前， 她是一名幼儿园老师，

用爱心呵护小朋友快乐生活健康成长。

2012 年后，因缘际遇下，她离开幼教行

业， 来到林和街道成为一名社区工作

者，服务社群。 她，就是林和街道侨庭社

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钻芬。

“幼儿园老师是为小朋友提供服

务，社区工作人员则要服务各个年龄段

的社区居民。 对比起来，社区工作更具

挑战性。 ”张钻芬笑言。 在她看来，虽然

居委会的工作很忙、 周末常常要加班，

但是能够为居民办成一件件实事很有

满足感。

促成旧楼电梯加装，为民办实事

去年 12 月， 张钻芬从花生寮社区

调任至侨庭社区， 任职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 来到侨庭社区后，她深入

社区听取民意，以最快的速度熟悉各项

事务，成了奔走在各楼宇之间的“贴心

人”。

据悉，侨庭社区辖内有 3 个住宅小

区，无电梯的旧楼宇较多，不少老年居

民都盼望能够加装电梯， 解决出行难

题。 然而，旧楼加装电梯并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高低层业主意见不统一、资金

筹措难协调等问题时有产生。

为积极推进这项民生工程，张钻芬

积极学习，熟悉掌握各类加装电梯的政

策， 为有意愿申请的居民释疑解惑、给

予指导。 当一些计划加装电梯的住宅楼

出现业主意见不一、 无法协调的问题

时，张钻芬便带领社区团队做好沟通的

“桥梁”，积极化解其中的各种矛盾。

侨怡苑一栋居民楼需要加装电梯，

但低层却有两名长者住户反对。 老人家

认为电梯对自己的生活没有帮助，反而

会影响采光、通风，还会产生噪音，因此

拒绝让高层加装电梯。 为打破僵局，推

动问题解决，张钻芬多次组织高层业主

代表以及低层业主召开协调会，全方位

征求居民意见，并让双方都尽量换位思

考，交谈中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经过半

年多的反复沟通、 协调， 最终在今年 6

月，双方互相让步，补偿意见达成一致。

“在电梯加装中， 居民有不同声音

是很正常的事。 当双方各持己见僵持不

下的时候，我们社区党组织就需要及时

介入，细心耐心地做好协调工作。 ”张钻

芬说。

改善肉菜市场环境， 让居民把

幸福装进“菜篮子”

“民以食为天”，菜市场关联着居民

群众每一天的餐桌安全、每一次的买菜

体验，更关联着生活在林和一点一滴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侨庭社区辖内

的侨怡苑肉菜市场自建立以来，一直为

周边的居民提供物美价廉、安全放心的

各类肉菜。 但由于市场建造时间长，一

些基础设施出现老化问题。

回忆起第一次走访侨怡苑肉菜市

场的情景，张钻芬仍然记忆深刻。“那天

刚好下了一场雨， 市场的地面又湿又

滑，污水流到破损地砖的缝隙里，又脏

又臭……”虽然已经小心行走，但张钻

芬仍被溅得满腿污水，“当时我想，我只

是去一次都觉得很不方便，那每天去买

菜的居民又是怎样的体验呢？ ”于是，她

暗下决心，要把侨怡苑肉菜市场的环境

搞好，让居民有一个买得顺心、吃得放

心的市场消费环境。

彼时，恰逢侨庭社区开展容貌示范

社区创建工作，张钻芬便把侨怡苑肉菜

市场环境升级改造纳入提升辖区环境

的其中一项举措。 在林和街道党工委、

办事处的引导推动下，今年 5 月，侨怡

苑肉菜市场进行了包括地面铺设防水、

防滑、耐磨瓷砖，划线规范单车停放点

等内容的提升改造。 如今走进该市场，

明亮的灯光、整齐排列的档口、干爽的

地面，宽敞舒适的购物环境让人眼前一

亮。 张钻芬透露，接下来，侨怡苑肉菜市

场还将进一步规范门店招牌管理，提升

市场“颜值”。

用柔肩担负重任，以坚守筑起防线

自 5 月下旬以来，根据上级部门的

部署，林和街共开展了三次全员核酸检

测。 侨庭社区的临时核酸检测点，就设

在社区居委会旁的架空层。 从采样点物

资物料准备，再到入户通知、核酸检测

点人员安排，张钻芬事无巨细，亲力亲

为。 为推动核酸检测工作的开展，张钻

芬还积极组织各方力量，指引和动员广

大志愿者投身到社区防疫工作中来。

在全员核酸检测工作正式开展期

间， 同样能看到张钻芬忙碌的身影，她

耐心维持现场秩序，细心提醒居民做好

防护，协助居民扫码录入信息，为老人

小孩开辟绿色通道，保障全员核酸检测

工作顺利进行。 当别人劝她休息一下的

时候，她却说：“医护人员、志愿者们，每

个人都在拼尽全力， 他们才是最辛苦

的。 我只想尽我所能，多帮助他们分担

一些工作，减轻一些他们的压力。 ”

虽然来到侨庭社区工作还不到一

年的时间，但张钻芬全心全意为居民服

务，已成为居民口中的“好书记”。 她表

示，接下来她将会更加努力，让居民在

侨庭社区生活得更加安心和舒心。

信息时报记者 曾雯雯

工作中的张钻芬。 受访者供图

以真心换真心 他为街坊排忧解难

人物：

黄嘉乐

，林和街道花生寮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黄嘉乐是林和街道花生寮社区党

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已经扎根林和街 9

年。2012 年 1 月，他进入林和街道工作，

成为流动人员和出租屋管理中心的一

名干事；2016 年 5 月， 他转至天誉社区

居委会工作；从去年 11 月开始，黄嘉乐

担任花生寮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

任。

“爱岗敬业， 在平凡的岗位上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 ”这是黄嘉乐在社区

工作中的真实写照。 他曾获得广州市第

四次全国经济普查表现突出个人、2019

年度广州最美战疫街坊等多项荣誉。

能力范围内 他想为街坊做更多

与社区内各式各样的街坊打交道，

这是黄嘉乐的“日常”。 早在担任天誉社

区网格员期间，黄嘉乐就常常与困难人

群打交道，这其中他也感受到了作为基

层工作者的不易。

空气中弥漫着呕吐物遗留下的恶

臭，高温下，令人有些窒息。 母亲面色蜡

黄，佝偻的身体。 儿子年纪十来岁，但身

形瘦弱，神情呆滞。 黄嘉乐回忆起第一

次见到花生寮社区这对双残家庭母子

的场景，由于双残家庭的儿子罹患消化

系统的疾病，所以根本没办法正常的消

化食物，经常吐得到处都是。

十多年来，这对患有智力障碍的母

子俩相依为命。“由于没有充足的专项

资金， 每个居民的实际情况不同，‘兜

底’工作往往存在着各式各样的难题。 ”

黄嘉乐说社区能做的不多， 很有限，但

在有限的范围内尽力地为他们提供帮

助。

黄嘉乐和同事们在上门走访的过

程中，发现这对母子家里连插座都是老

式的，存在漏电危险，社区工作人员马

上上门为他们换上了崭新的插座。 疫情

防控期间，社区工作人员还为他们送上

口罩。 花生寮社区相关工作人员还与林

和街道社工站的社工一起，隔三岔五地

上门走访，或是电话联系，问问他们最

近的生活状况，是否还有哪些短缺。

从网格员到管理岗位，黄嘉乐坦言

自己面对的事情好像并没有什么不同。

社区工作比较烦琐，他的工作基本上没

停过，加班已是家常便饭。“社区里有些

事情其实并不大，比如说在一些小滑坡

处为居民安装一个护栏、我们作为社区

的工作人员得有这个心才行。 ”黄嘉乐

说。

大树存消防隐患 他多方协调解决

今年 4 月，黄嘉乐收到街坊的反映

住的地方存在安全隐患。

黄嘉乐到现场走访时发现， 原来

林和街辖内食品公司宿舍小区内的三

棵大树已经长到了约 7 层楼高， 三棵

大树的枝叶已贴近大树周边的居民楼。

在此前雨季， 曾经发生过大树树枝断

裂坠落插穿了小车挡风玻璃的事情。

在秋季时， 三棵大树产生大量的枯枝

落叶， 存在消防隐患。 周边街坊对此

烦心不已。

由于该小区没有物业管理公司和

业委会，黄嘉乐和社区工作人员查询到

该处并不属于区园林局管养范围。 经过

花生寮社区驻点团队的协助， 黄嘉乐

和社区工作人员多次与区园林局协商，

区园林局随后派出专业人士协助小区

居民修剪大树， 经过 3 天的清障、 修

剪、 枯枝装车、 清运、 清扫枝条树叶，

终于顺利完工。 “大树修剪后即改善

光照效果、 也消除安全隐患。 家里明

显亮堂多了， 树木遮光的烦恼现在终

于解决了， 树木修剪得漂亮。” 食品宿

舍的街坊对着社区工作人员点赞。

9 年沉淀在社区基层的工作经验，

让黄嘉乐对社区工作也颇有体会。

“你要和居民混熟， 他们才会配合你的

工作， 建立信任感。 做社区工作其实

就是一个很朴素的过程， 以真心换真

心， 居民可以感受得到， 他们也会以

配合你工作的方式来回馈你。”

“和居民们建立起信任感。” 这是

黄嘉乐做好社区工作的秘籍。 “小到

一项帮扶政策的咨询， 我力所能及都

要去处理， 能力范围之外的， 我可以

帮忙询问清楚。 一来一往， 通过这一

件件小事， ‘信任感’ 也就随之逐渐

建立起来了。” 黄嘉乐说。

信息时报记者 黄冠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