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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社区

体育中心街仁爱濠景社区 王文斌

不忘初心守基层 奉献青春尽职责
今年 31 岁的王文斌是南开区体育中
心街仁爱濠景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从 2010 年进入社区工作以来，
10 年间，
他奉献青春，不忘初心，以强烈的使命感坚
守社区基层工作。从 2012 年起曾连续 3
年被评为“区优秀共青团员”
，
2014 年还获
得天津市统计部门颁发的市级先进普查员
荣誉称号，
2019 年 3 月，
王文斌被评为“天
津敬业奉献好人”
。

瑞德里社区绳秀红
初心不改
九九如一

十载驻守社区 默默服务百姓
10 年前，王文斌进入体育中心街
时代奥城社区居委会工作。工作中，
他
虚心向社区优秀党员学习。利用自身
年龄优势努力学习业务知识，吸取他
人之长，
纠正自身之短，在工作中形成
了属于自己的一套社区服务方式。无
论在居委会负责任何工作，他始终把
忠诚作为一种职守，把奉献作为一种
责任，
把敬业作为一种习惯。
多年的社区工作，
让他认识到作为
基层工作人员，
做的是居民的工作。
“居
民找到我们也是对我们的信任。无论居
民来的时候情绪如何，
都要努力让他们
高兴地走出居委会的门。”
王文斌说。对
此，社区的老年人可能体会最为深刻。
他经常帮助高龄老党员跑腿办事，
遇到
雨雪天气，
他还主动为社区高龄老人取
药、
买菜，
解决他们的生活所需。
照顾独居老人 关怀随时随地
年近八旬的李兰茹阿姨是时代奥
城社区的一位独居老人，由于子女都
不在身边，老人最大的乐趣就是通过
电脑追追剧、浏览浏览资讯，可是老人

家里的电脑已经是十多年前的老设
备，经常出问题。在一次入户工作中，
王文斌“随便”帮李阿姨解决了电脑问
题，解了李阿姨的燃眉之急。从那以
后，
王文斌就成了李阿姨的“电脑维修
员”
，只要电脑出问题，李阿姨最先想
到的就是打电话给“居委会小王”
。
今年年初，王文斌调任仁爱濠景
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得知这个
消息，李阿姨担心电脑再出问题找他
维修不方便，对王文斌说出了自己的
顾虑。王文斌听后会心一笑，
安慰李阿
姨道：
“不管我调到哪儿工作，我永远
是给您修电脑的小王。”
这一番话给李
阿姨吃了定心丸。直到今天，
王文斌依
然时常上门为李阿姨维修电脑。

平安和平宣传大使马芳菲

马芳菲是天津市司法局退休干部，
退休前多年从事法律援助律师工作，
是
第十三届全运会火炬手，曾被评为和平
区优秀志愿者、
天津市优秀志愿者，
热爱
公益事业，在公益宣传岗位上始终坚守
发挥余热。为此，
公安和平分局特聘请马
芳菲为
“平安和平宣传大使”
。
多年来，
马芳菲始终不断地钻研业
务，
自费购买法律书籍，
以丰富的法律知
识，
高度的责任心、
使命感，
为社会提供
了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在他的心目
中，
每一个案件都很重要，没有大小之
分，
都应认认真真地办理。因为，
无论多
小的案件在当事人看来，
都是他们生活

小事关怀不减 一心为民满意
不久前，一场大雨过后，有居民反
映楼栋一层外檐上的排水管因有泥土堆
积导致排水不畅，
雨水渗透墙体，
造成楼
道墙皮脱落。王文斌找来了凳子，
爬上一
楼外檐，
用簸箕慢慢地将上面的泥土、
苔
藓和废弃物清理干净，
疏通排水管道。
诸如此类的“小事”在王文斌的工
作中有太多太多，他总是说：
“要做好
社区工作，不是要选择去做什么，而是
要知道怎样去做，怎样做得让居民满
意。”
对王文斌而言，
让居民满意，
提升
他们的幸福感，就是一种实现自身价
值的体现。
撰文 / 谢丽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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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余热 为百姓提供法律援助

中的大事。
“这次我们主要围绕老年人权益保
障、
环境保护主题进行专题讲座，
让大家
详细讲解了《民法典》中关于老年人维
权、子女赡养、遗产继承等相关法律内
容。”
马芳菲在宣讲中结合了身边生动事
例和通俗易懂、
生动活泼的语言，
深入浅
出地讲解了《民法典》的重要意义和新法
条、
新规定。同时，
针对志愿服务中提到
的老年维权、
子女赡养、
遗产继承、
环境
保护、
高空坠物等做了法律解读，
并在现
场与志愿者进行互动解答。马芳菲律师
的精彩宣讲深受志愿者们欢迎，现场气
氛热烈、
活跃。
马芳菲在为一位肢体残疾人办案
过程中，发现她母女二人在屋里都穿着
棉衣，
没有生炉子。经过询问得知，
她家
为了节约开支，要到天特别寒冷时才生
炉子。听了这一番话后，
马芳菲心里很不
好受，为了让她们在冬季里天天能够生
上炉子，马芳菲坚持每年给她家买劈柴
和煤。买菜、
买煤气灶、
买电风扇、
买洗衣
机，
凡是马芳菲看到眼里的困难，
他都积
极帮助这对困难母女解决了。得知她的

手摇三轮车年久失修经常出事后，又几
经周折，买来新的手摇三轮车送到她家
中。有人问你这么关心她们，
是不是有亲
戚关系呀。马律师说，我与她们非亲非
故，
帮助她们，
只是我对弱势群体传送社
会的温暖、
人间的真情。
一次，马芳菲办理了一起人民法
院指定辩护的故意杀人刑事案件，被
告人将其妻子杀害，
被判处了死刑。马
芳菲在会见他时，他用绝望与期盼的
目光向马芳菲诉说：
“我唯一放心不下
的就是因我而遭受沉重打击的年迈的
父亲和我那刚满六岁的女儿，我真的
很绝望……”马芳菲听后心情非常沉
重，如何帮助这个家庭、教育这个孩
子，
成了马芳菲放心不下的事。每逢年
节及儿童节都不忘记他们，给孩子送
去学生用品、食品、衣服及生日礼品。
为了让孩子身体与心灵健康地成长，
马芳菲主动联系师范大学的志愿者共
同将孩子作为帮助对象，长期地从心
理及学习方面给予疏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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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作为疫情防控的阵
地，涌现出了很多无私奉献
的人，
他们舍小家为大家，面
对疫情挺身而出。绳秀红作
为南开区瑞德里社区党委书
记、
社区主任，在抗击疫情的
战斗中，
为了守住内防扩散、
外防输入的防线，她义不容
辞地担任起社区指挥官。
无论是防疫宣传还是一
线摸排，
绳秀红都会带领瑞德
里全体社区工作者全力以赴、
任劳任怨，不落下一人一户。
落实“四类人员”分类管理的
工作中，
绳秀红从安排监督湖
北和其他地区返津人员居家
医学观察，
做好他们的思想工
作、
日常生活保障，到解决他
们各种具体细微的生活难题，
用行动彰显了共产党员的责
任与担当。从漫漫寒冬到炎炎
夏日，始终坚守卡点，履职尽
责、
扎实工作、
担当作为，
用坚
守和奉献织就了社区抵御疫
情的严密防线。
忙碌的工作让绳秀红
少了陪伴家人的时间。提起
家人，她的眼中有着深深的
愧疚：
“ 来到社区工作以后，
我感觉亏欠家人的地方太
多了。有时为了工作，节假
日也常常守在社区。别的妈
妈陪孩子游戏、旅行时，我
在走访社区群众，孩子自己
在家看书。每次给孩子开家
长会时，都让我觉得陪伴孩
子的时间太少了。但我的家
人都很支持我，孩子年纪虽
小 ，但 也 理 解 我 ，这 让 我 很
欣慰。正是因为家人的理解
和支持，才有了我源源不断
的工作动力。”
绳秀红胸怀坦荡，做事
雷厉风行有担当，在社区
十三年书写自己的无悔青
春 。居 民 们 最 迫 切 的 需 求
和 最 关 心 的 问 题 ，是 她 孜
孜不倦的前行动力；提升居
民的幸福感，是她工作的
准 则 ；她 始 终 在 一 线 岗 位
上践行着初心和使命。她
也是同事们的暖宝宝，哪里
有需要贴哪里。防控疫情、
创文创卫……社区任务越来
越重，
她常以泡面果腹、在桌
上趴睡，每天都走在守望初
心、
延伸使命的道路上。
撰文 / 赵秋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