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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扎根基层近20载

员村街坊的“贴心人”

人物：

文小玲

，员村街四横路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她 2002

年来到基层工作，一干就是 19 年，一心

为群众办实事，在平凡的岗位上奉献着

青春和热血。 她就是员村街四横路社区

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文小玲。 作为社

区“领头羊”，她团结带领社区班子队伍

开拓创新，扎实工作，抗击疫情，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 成为居民交口称赞的

“贴心人”。

奋战疫情防控一线 守护社区安全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文小玲迅

速成立领导小组、 疫情防控党员突击

队， 为社区居民做好小区入口测温，保

证社区居民生命健康安全。 为进一步完

善疫情防控体系，她又带领社区相继成

立了疫情防控组、关爱服务组和排查洗

楼组，全方位发动社区党员加入其中。

“守护群众的安全， 是我们义不容

辞的责任。 经过连续几个月的奋斗，社

区疫情零发生。”文小玲欣慰地说道。在

抗疫期间，她还积极响应员村街道党工

委的号召， 发动社区所属 10 个支部为

防疫一线捐款捐物，吸引了 307 人次参

与，共捐赠 33598 元。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在保证安

全与稳定的前提下，文小玲带领社区工

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工作：2020

年 10 月开展全国人口普查， 完成了社

区户籍人口、 常住人口、 外来人口共

5677 人的普查；组织在职党员参加社区

垃圾点站桶守点，培养居民群众垃圾分

类的习惯，多次开展在职党员上门宣传

垃圾分类活动； 加强与食品药监所、启

慧学校、 昊天公司党支部联动共建，清

理卫生死角，开展消防演练等，与辖内

单位形成互助共建的良好氛围。

居民事无小事， 在基层工作以来，

文小玲一直把居民的事当成自己的事

来办，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

去年，当文小玲看到社区一些硬件

设施损坏严重，她想到驻点在该社区的

天河区人大代表蔡文贞，“他

是一个非常愿意为社区做事

的人， 有人大代表参与更好

推进问题的解决。 ”于是文小

玲联系蔡文贞反映了社区的情况，

很快得到回应，蔡文贞主动提出出

资改造 5 号大院 18 号前面的健身广

场、25 号、41 号的垃圾平台， 将星光老

人之家被白蚁蛀掉的木门换成新铁门。

经过改造，社区环境焕然一新，得到居

民的一致好评。

文小玲这样默默为居民办实事的

例子不胜枚举。 仅在去年一年，她为居

民解决的大小纠纷就有 60 多起， 小到

邻里为垃圾问题产生的矛盾，大到社区

老人生病没人照顾， 她都想方设法解

决。 期间，她帮助两位老人联系上儿女

解决住院、日常生活照顾问题。 一件件

居民的烦心事，在文小玲的跟进下都落

实有声，真正为民解困，为民分忧。

2021 年，文小玲继续围绕共建共治

共享的理念，积极链接资源，准备对辖

区 5 号大院 50、51 号旧单车棚进行改

造，为居民提供休憩聊天的场所；将北

边闲置的空地利用起来，建成一个宣传

阅读园地，为居民打造一个室外的休闲

阅读场所。 前段时间，她还积极组织党

员、 志愿者清理 5 号大院 26 号、5 号大

院 4 号东的垃圾黑点， 获得居民的点

赞。

多年来， 文小玲始终以社区为家，

为群众办实事， 把一件件小事做好做

实，用行动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不凡

的篇章。

退休后继续发挥光与热

积极参与社区工作17年

人物：

王健新

，绢麻社区第六支部书记。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淑萍）

很多

人退休以后，都会计划如何享受悠闲的

晚年生活。 然而，50 岁的王健新 2004

年退休时，选择全心全意投入建立员村

街绢麻社区第六党支部，积极参与社区

党委的各项学习活动的同时，带领支部

离退休党员积极参与社区活动，使离退

休党员的归属感和责任感不断增强。这

一做，就是 17 年。

退休离岗不闲着，在社区发挥余热

为关怀支部的困难患病党员，王健

新平日里总会不定期上门探望他们，节

假日也会陪同社区党委书记开展上门

慰问活动。

闲暇时， 王健新不断学习相

关政策法规及办事流程， 为社区

有需求的党员和群众解答疑难。

据悉， 支部有 1/3 的党员超过 80

岁，每次发放关爱金时，王健新总

会马上打电话通知他们。“他们不

一定能够及时知道关爱金是否已

经到账，我们若能通知到位，他们

也可以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去银行

领。 ”

傅先生及其妻子都是老党

员，今年过年期间，傅先生的妻子

去世了，傅先生搬进了老人院，王

健新便拿上慰问金和慰问品前往

探望。 因疫情防控工作缘故，傅先生的

儿子无法到老人院探望父亲。每次在路

上碰见傅先生的儿子，王健新都会问候

一声，传达关心。

“我年纪还没有很大， 我很愿意为

这些老同志服务。 当初入党时的誓言，

不断激励和鞭策着我， 时刻提醒我，我

是一名党员。 ”在员村街道办和绢麻社

区居委会的帮助下，多年来，王健新一

直踏踏实实地为社区工作。

积极参与值守，在基层一线战“疫”

疫情期间， 由于物业公司人手不

足，且员村街 11 号大院为半开放小区，

社区每日的人口流动性大。为了保障小

区居民的安全，连续 70 天，王健新不顾

风雨，积极参与 11 号大院的卡点值守，

协助社区做好小区人员管理工作，为往

来居民测量体温， 督促辖内居民使用

“穗康”小程序进行健康申报，为社区的

防疫工作保驾护航。

坚守岗位过程中，王健新遇过几次

“突发情况”———有居民测出“体温过

高”。“那时是冬天，有的居民开车回来，

车内把暖气开得很大，所以导致体温较

高，我赶紧让他们下车，到凉快的地方

坐下缓缓再重新测量。 ”

在一线站岗， 家人难免有些担心，

但王健新总会安抚他们，“总得有人

干。 ”5 月， 社区开展全员核检测过程

中，王健新一天就站了十几个小时。 夏

天天气变幻莫测，被雨淋湿全身也在所

难免。 但王建新并没有因此而退缩，除

了帮忙做指引、 维持秩序等志愿服务

外，她还安抚前来做核酸检测居民的情

绪。

关心老同事，暖暖“夕阳红”工友情

年轻时， 王健新在绢麻厂工作了

32 年。 退休后，王建新总是惦记着那份

工友情， 一听到和工友有关的事情，心

里总有点放不下，总会尽量能帮则帮。

去年年底，王健新得知一位已经搬

离 11 号大院的老工友因拉肚子在医院

打针。 由于对方是位孤寡老人，一直没

人去看望她。 了解情况后，王建新非常

牵挂，去医院探望时，得知老人因拉肚

子不能吃荤菜， 还特意给她买了碗白

粥，为老人送上关怀和温暖。过年时，社

区里另一位孤寡退休老人住院了。得知

情况后，王健新为老人垫付了 1000 元，

预交了 3 天的护工费，并和医院说明老

人情况。“当时不到 24 小时就是年初一

了，这个时候很少有人会来医院，我这

是做好事，不怕什么晦气。 ”王健新表

示。

相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 6 月的一

个下雨天，王健新接到一通电话，得知

大院里的刘婆婆生病了， 而刘婆婆 80

多岁的丈夫行动不便，无法送刘婆婆去

住院。王健新放下电话就前往刘婆婆家

里帮忙。 住院期间，刘婆婆的身体状况

比较差，但在医院又睡不着觉，因此总

是想着要回家。王健新不断劝老人在医

院安心休养，傍晚回家吃饭后，因为心

里实在放不下，又折返回医院看护刘婆

婆，带老人上洗手间，又到外面给老人

买粥。 直到晚上 9 点左右，刘婆婆的妹

妹来“接班”，王建新才离去。

大院里的孤寡老人喜欢跟王健新

说家里长家里短，王建新总是不厌其烦

地听老人们唠叨， 她说：“你不聆听他

们，他们又能找谁，要将心比心。 ”

文小玲（左一）指导志愿者在核酸检

测中如何帮居民扫葵花码。 受访者供图

王健新在做志愿活动。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