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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最美城乡社区工作者”事迹发布
■ 本报记者 王勇

� � 2 月 28 日， 中央宣传部、民
政部在湖北省武汉市向全社会
公开发布 2018 年“最美城乡社
区工作者”先进事迹。

大力表彰优秀社区工作者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城乡社区治理的重要
论述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
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
关于“大力表彰先进城乡社区组
织和优秀城乡社区工作者”要
求，展示新时代基层党员干部担
当作为的良好精神风貌，中央宣
传部、 民政部共同开展了 2018
年“最美城乡社区工作者”宣传
推选活动。

按照优中选优、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展现城乡社区治
理改革创新成果的原则，遴选了
10 名“最美城乡社区工作者”候
选人，并于 2018 年 12 月 25 日至
2018 年 12 月 29 日进行了公示。

最终王波、左文学、付秀秀、
任红梅、米培莲、汤亚平、杨春
敏、热先古力·托乎提、徐江丽、
路亚兰等 10 位被评为 2018 年

“最美城乡社区工作者”。
发布仪式播放了 10 位“最

美城乡社区工作者”先进事迹视
频短片，从不同侧面采访讲述了
他们的工作生活感悟。 中央宣传
部、民政部负责同志为他们颁发

“最美城乡社区工作者”证书。

参加发布仪式的城乡社区
工作者代表纷纷表示，作为城乡
社区工作者队伍中的一员，感到
十分骄傲和自豪，将在“最美城乡
社区工作者” 先进事迹的感召下
努力成为政治觉悟高、 专业素养
好、服务能力强、居民群众满意的
社区带头人、居民贴心人、事业传
承人。

在社区工作中不断创新

小社区，大天地。 从这些获
奖者的工作经历可以看到，广大
社区工作者在社区工作中不断
创新，推动社区治理不断前进。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
社区党委副书记、社区管委会主任
王波创新社区志愿服务，在社区发
动了 4万多名注册志愿者，成立了
200支特色志愿服务队伍，被社区
居民称为“常务”志愿者。

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乐平
镇塘约村党总支书记左文学带
领村民制定了“红九条”，实行条
约式治村，有效提高了组织化程
度。 四年时间，塘约村走出了贫
困、走上了发展大道，被中央领
导同志称赞为“新时期的大寨”。

江西省高安市筠阳街道筠
泉社区党委书记、居民委员会主
任付秀秀在社区工作了 20 年探
索推行“五心”社区工作法，抓党
建强核心、抓共建暖人心、抓治
理保安心、抓载体聚爱心、抓阵

地乐民心，为社区居民提供了精
准化、精细化服务。

山西省阳泉市矿区桥头街
道段南沟社区党总支书记、居民
委员会主任任红梅成立了“遇到
困难，你帮我帮大家帮”的“鸿雁
邻里中心”，设立了“遇事公说公
理，婆说婆理，大家一起来评理”
的“鸿雁邻里聊吧”，调解各类矛
盾纠纷成功率达 95%以上。 她还
自己出资 3 万元筹建全省首家

“亲 & 青 FAMILY 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立足段南沟社区，辐射周
边 1.4 万名青少年。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省庄镇
东孙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
任米培莲加强村庄治理，为群众解
难题办实事， 高标准建设了 2400
余平方米的农村社区综合服务中
心，实行“一站式服务、一门式办
结”，解决群众办事难问题。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雕庄
街道中海荣盛社区工作站站长
汤亚平从事基层工作 28 年，她
是党员志愿者眼中的“站长姐
姐”； 是社区阿姨眼中的“老板
娘”，带动妇女创业就业；是春晖
小家孩子们眼里的“常州妈妈”；
是居民眼里的“管家婆”。

重庆市沙坪坝区石井坡街
道团结坝社区党委书记、居民委
员会主任杨春敏通过十余年的
辛勤工作和不懈努力，让一个以
破产企业职工为主的老旧、脏乱
差社区重新焕发了生机，把一个

人心散落、贫困落后、矛盾丛生
的“问题社区”打造成重庆市远
近闻名的“明星社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
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
中亚南路街道广州街社区党支
部书记热先古力·托乎提带领广
州街社区成立“热先工作室”，建
立基层干部培训孵化基地，培养
一流社区带头人队伍。作为一名
少数民族党员干部，她带头宣传
民族团结思想、 维护社区稳定，
不辞辛苦跑遍社区的角角落落，
开展大大小小百余场宣讲，近万
人次的居民群众受益。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
石河子市新城街道十七社区居
民委员会残疾人工作专职委员
徐江丽身残志坚， 既是一名医

师，也是一名社会工作师。 2013
年 6 月，她牵头成立“徐江丽工
作室”，策划开展了“牵手同行”
助残项目服务。 先后组建阳光助
残志愿服务队、爱心助残志愿服
务队，建立“心灵导航 重塑希
望” 残疾人就业等各类小组，每
年主题活动超过 60 场次。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长通
街道龙兴社区党委书记、居民委
员会主任路亚兰创新社区居民自
治模式，打造以“和”为主题的亲
情化社区；创新“8+3+x”服务模
式， 根据不同服务对象提供菜单
式、分类式服务，提升社区服务精
细化水平；创新专业化服务手段，
支持登记成立兰兴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 打造全省社会工作服务优
秀品牌。

小社区，大天地。
在社区这片最基层的土地

上， 无数社区工作者默默扎根，
用爱心呵护，用恒心坚守，用真
心奉献。 在他们眼里，居民百姓
不是外人是“亲人”，凡是居民百
姓的事，都是天大的事。 这些最
美城乡社区工作者的点滴奉献，
闪耀着太阳一般的光芒。

用爱心呵护“亲人”

说起江西省高安市筠阳街
道筠泉社区的党委书记、居民委
员会主任付秀秀，社区养老服务
中心的老人们都亲切地称呼她
“秀书记”，是她让老人们在养老
服务中心感受到了“家”一般的
温暖。

2007 年重阳节，付秀秀在社
区走访时了解到孤寡和空巢老
人“养老难”，于是寻遍社区，在
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找到一幢
两层小楼。 在她的努力下，社区
居家养老中心建成启用。

“将心比心，我们都会老去。
谁不希望老了能有人照顾自
己？ ”付秀秀说。

十多年来，先后有百余位老
人在这里安享晚年。 有的老人去
世前，念叨着要看“秀书记”一眼

才闭眼。 还有的亲手缝了鞋垫送
给她，上面绣着“跟党走，感党
恩”。

跟付秀秀一样，江苏省常州
市天宁区雕庄街道中海荣盛社
区的汤亚平， 在基层工作的 28
年里用爱心默默耕耘。

汤亚平有好几个称呼：在社
区年轻党员眼中，她是“站长姐
姐”———她扶持创建的“党员爱
心文印站” 和“党员好管家”品
牌，帮助青年实现了“创业梦”；
在独居老人眼里，她是“好闺女”
———她成立的“巧媳妇”睦邻助
餐协会多年来义务为独居老人
送饭； 在受助人周琴琴的眼中，
汤亚平就是“汤妈妈”。 这位没有
血缘关系的“汤妈妈”，一直资助
周琴琴完成大学本科学业。

汤亚平说：“对待居民要发自
肺腑地去爱，设身处地地去想，因
为他们不是外人，而是‘亲人’。 ”

用恒心守望初衷

54 岁的吉林省长春市南关
区长通街道龙兴社区党委书记、
居民委员会主任路亚兰多年来
用毅力和恒心，守望一名社区工
作者的初衷。

在社区工作者这个岗位上，

她将“助人自助”的新时代理念
应用到社区工作中，先后打造了
以“和”为主题的亲情化社区和

“零失业”社区，还带出了 20 多
名年轻的社区工作人才。

“徒弟”、龙兴社区工作者王
志宾说：“如果看到有老人摔倒，
我们会把老人扶起来、 送回家，
帮老人做饭， 隔三岔五去看望。
路亚兰老师不止于此，她还会采
取针对性的措施，教老人如何避
免再次摔倒，摔倒后如何寻求帮
助。 ”

2011 年 10 月， 路亚兰被查
出患有甲状腺乳头状癌。 同事和
亲人劝她放弃工作，但她手术后
就回到工作岗位。 她说：“我是社
区党支部书记，社区的事，我放
不下，也不能放下！ 如果因为疾
病就放弃初衷， 放弃理想和信
念，那我宁肯放弃生命！ ”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
师石河子市新城街道十七社区，
居民委员会残疾人工作专职委
员徐江丽也有一份坚守。

徐江丽有听力障碍， 平时，
她随身携带一个本子和一支笔，
深入社区，挨家挨户探访残疾人
家庭，随时记录，用心倾听社区
残疾人的需求。

2013 年 6 月，徐江丽牵头成

立“徐江丽工作室”， 策划开展
“牵手同行”助残项目服务。 她用
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技能，协助
残疾人更好地融入家庭、融入群
体、融入社区。 如今，这项工作已
经成为关爱品牌，取得了实实在
在的成绩。

用真心无私奉献

“老乡，你从哪里来？ 找到工
作了吗？ ”“你在这里有亲人吗？
需要我们帮忙吗？ ”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
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中亚南路
街道广州街社区，党总支书记热
先古力·托乎提统计流动人口基
本信息时，用这样几句真诚的问
候，敲开了出租屋的门，也让居
民打开了话匣子。

这是热先古力·托乎提日常
工作的一幕，她已经在社区工作
了 17 年。 一条约 200 米长的小
巷子， 她每天要走上 10 遍、20
遍，甚至更多。

“常有人问我，有没有解决
不了的问题。 我说，只要有为群
众服务的真心，就没有困难。 真
心就像一把万能钥匙，多么复杂
的锁都能打开。 ”热先古力·托乎
提说。

2016 年， 热先古力·托乎提
带领社区成立“热先工作室”，建
立基层干部培训孵化基地，通过
咨询、研讨、观摩、跟班学习等方
式，培养一流社区带头人队伍。

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党员干
部， 她带头宣传民族团结思想、
维护社区稳定，不辞辛苦跑遍社
区的角角落落，开展大大小小百
余场宣讲，近万人次受益。

但儿子的成长之路上她时
有缺席。 儿子初三那年，功课非
常紧张，而热先古力忙于工作早
出晚归，没有精力照顾儿子。 儿
子很不理解，给她写了一封信。

“妈妈，小学一年级，您给我
过过一次生日，后来就再也没有
给我过生日。 每年都说一家人要
出去旅游，但我 15 岁了，连乌鲁
木齐都没有出过。 妈妈，我觉得
很委屈！ ”儿子安尼卡·艾合买提
在信中说。

后来， 安尼卡·艾合买提去
了妈妈工作的社区，看到大家跟
妈妈打招呼时就像自家人一样。
安尼卡·艾合买提说：“妈妈的同
事阿姨告诉我， 妈妈人缘好，是
因为妈妈一直想方设法帮他们
解决困难。 经过那一次，我慢慢
理解了妈妈的工作。 ”

（据新华社）

� � 2 月 24 日，2018 年最美城乡社区工作者发布仪式在湖北武汉
举行。 这是付秀秀、左文学、王波、任红梅、杨春敏、路亚兰、汤亚平、
徐江丽、米培莲、热先古力·托乎提（从左至右）等十名获奖者在发布
仪式上（新华社 程敏/摄）

他们就是百姓的“亲人”
———记 2018年最美城乡社区工作者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