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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社区
是心中所爱也是缅怀父亲

说起自己从事社区工作，陆远秀表示，也许
是父亲的所作所为，在她心中播下了种子。

“我父亲也是一名社区工作者，印象中，父
亲不仅对工作尽职尽责，在生活中，他也总是助
人为乐。”据陆远秀回忆，早年间，他们家附近住
了一位空巢老人，耳朵不太好，大家都叫她“聋
子婆婆”。

那时，陆远秀家里条件比较一般，平时很少
吃肉，但只要家里吃肉，父亲总会用碗分一些出
来，让陆远秀端去给“聋子婆婆”。

受父亲的影响，陆远秀也喜欢帮助别人。
工作后，她选择扎根社区，也算是对父亲这种精
神的一种传承。

2000年，陆远秀刚从事社区工作2年左
右，那时的社区工作，可谓“百废待兴”，自己也
是个新人，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料，父亲在
那一年被确诊为骨癌。

“当时的工作非常繁琐，我白天忙里忙外，
晚上才能抽时间去照顾父亲。父亲很理解我，
说他也是这么过来的。便告诉我，工作要紧。”
陆远秀表示，后来，父亲的骨癌越来越严重。

有一天上午，她正在组织社区开人口普查
动员会，会开着开着，忽然就传来消息，说她的
父亲去世了。

“我很遗憾没能在父亲去世时，陪在他身
边。但我想，父亲能理解我。”陆远秀说，现在，
自己干好工作，就是对父亲最大的回报。

疫情期间
脚骨折未愈也要上“战场”

陆远秀对待工作，又尽责又拼命。例如今

年疫情，她脚骨折还未痊愈，坐着轮椅，拄着拐
杖，也要到第一线。

“去年接近年底时，我在工作时不小心摔了
一跤，脚骨折了。骨折后打了石膏，暂时在家里
休养。”随后不久，疫情开始爆发。那时，她虽身
在轮椅，心却早已飞到第一线。于是，她不顾家
人反对，坐着摩托车来到社区，拄着拐杖开始上
阵工作。

“我第一时间在各个微信群，发布了社区封
闭通知。那时，小区还有很多居民没有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仍在频繁地外出。对此，我立刻
又组织社区工作人员，用旧木板、封条等，将小
区出入口封锁，并派专人值守。”陆远秀说，起
初，小区居民不理解，甚至出现有人故意破坏封
锁的木板、封条的情况。

对此，陆远秀拄着拐杖，站在值守区域，苦
口婆心开始劝说。劝说居民尽量少出门，出门
一定要戴口罩。由于人手不够，她又紧急寻找
调动了一批志愿者，加入到防疫工作中。

因为陆远秀的果断，辖区防疫工作走在
前沿，并得到了居民的普遍认可。那段时
间，拄着拐杖的陆远秀，每天奔波在家与社
区之间。

众人回家，她往外跑，居民们都看在眼
里，称她为“三只脚的社区书记”。

现在，陆远秀的脚伤基本好了，但由于疫
情期间的“折腾”，留下了一点后遗症，偶尔还
会隐隐作痛。

“那个时候根本顾不上脚伤，现在，我会
好好保养我的脚，毕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养
好了才能更好地投入工作。”陆远秀说。

工作22年

一心一意为居民排忧解难

从事社区工作22年，陆远秀所做的工作远
不止于此。

22年里，她积极探索、创新，将原本“百废
待兴”的社区工作带上正轨。她以身作则，开展
文明劝导工作，参加各种党员志愿服务活动上
百次，帮助辖区居民解决就业、化解纠纷、消除
安全隐患……

2002年，她在全市率先成立了“人和街社
区协调理事会”，广泛吸纳辖区社会单位参与社
区建设。

2010 年，在街道党工委的指导下，她探
索建立了“3+5”居民群众自治组织，充分调
动了辖区居民参与地区社会治理工作的参与
热情。不仅如此，她还牵头创办社区文化品
牌，唱响人和“四季歌”，做到每季有主题，月
月有活动，并每年举办“人和暖春”大型公益

活动。
这些活动不仅拉近了居民之间的距离，还

提升了社区凝聚力，为创建和谐社区打下了坚
实基础。尤其“人和暖春”公益活动开展18年
以来，已为约2000名困难群众，募集善款20余
万元，受到了广大居民群众的称赞。

此外，为促进邻里和谐，陆远秀经过认真思
考，针对性打造了社区“十必敲”制度，搭建起服
务群众的桥梁。并建立“难题”台账，解决居民
疾苦，协调学校，帮助残疾人孩子入学，帮助10
余名残疾人就业等。

在她的带领下，人和街社区先后获得“全国
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文明社区”等
10余项国家级荣誉。其个人也荣获全国“小巷
总理”之星、“重庆市优秀巾帼志愿者”“重庆市
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社区工作是辛苦的，也是开心的，今后，我
会更加积极地投身工作，想居民之所想，为居民
排忧解难。”陆远秀告诉记者。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范圣卿

让教育扶贫的阳光，洒向车田乡的每一位贫困
学子。根据浙商银行总行“一行一校”对口帮扶政策
要求，浙商银行重庆分行及时与车田乡中心小学建
立长期对口帮扶关系，成为全行“一行一校”首批成
功结对帮扶分行之一。

自结对帮扶以来，位于重庆市18个深度贫困乡
镇之一的酉阳县车田乡的中心小学正悄然发生着改
变：学生宿舍重新修缮，学生的生活环境有了明显提
升；饮水净化设施的安装，学生的饮水安全得到了良
好保障；为教师设立了专项资金，激励老师们努力教
学育人……一个个数字，一张张笑脸，串成一行行美
妙的音符，奏响了浙商银行重庆分行打赢教育脱贫
攻坚战的最强音。下面我们通过几组数据看看浙商
银行重庆分行在车田乡的教育扶贫故事。

150名住校生 住进新宿舍
“现在的学生宿舍条件好多了，什么都是新的。”

对于新改造的学生宿舍，家长们连连称赞。而以前
车田乡中心小学的学生宿舍较为陈旧，而且生活设
施较为简陋，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浙商银行重庆分行了解情况后，决定出资对学
生宿舍进行全面改造。重新粉刷墙面、铺地板、改造
宿舍卫生间、新增衣柜、更换床铺被褥……经过两个
月的重新装修和改善，学生宿舍焕然一新。

“我校目前有约150名高年级住校生，大多孩子家
庭条件艰苦，从家里只带了一床棉被，盖的铺的都是那
一床裹着睡，现在浙商银行重庆分行不仅改造了宿
舍，还送了全套被褥，很温暖。”车田乡一位老师说道。

1000余名师生 喝上“放心水”
对于山村孩子们来说，喝上一口“放心水”实属

不易。
在车田乡，由于地处偏远山区，水利基础设施较

为落后，车田乡小学的师生常年只能喝山上流下来
的“生水”，这种水没有经过净化，水质较差，时刻威
胁着师生们的身体健康。

为了解决车田乡小学的饮水安全问题，浙商银
行及时采购了4套先进净水设备捐赠给车田中心小

学、车田中学及幼儿园，消除了
困扰多年的饮水安全隐患，现在
全乡 1000 余名师生都能喝上

“放心水”。

15000个儿童口罩
保障学校顺利复课复学

今年初，突如其来的疫情席
卷全球，工厂停工、商店闭门、学校停课，各类防疫物
资高度紧张。浙商银行重庆分行在全力做好自身疫
情防控的同时，没有忘了远在深山中的学校师生。

当时，复课复学期间，市场上儿童口罩全面告
急，整个学校连一个都没有，这可急坏了学校领导。
看到这样的窘境，该行及时联系市医药集团，紧急采
购了1.5万个儿童口罩，在两天的时间内送抵学校，
保障了学校顺利复课复学。

6名教师 荣获2020“玉琮”最美教师奖

为深入推进“一行一校”教育精准扶贫工作，持
续打造“扶智”“扶志”的扶贫特色，激励学校老师扎
根山区、教书育人，全校学生安心学业、成长成才，继
去年浙商银行重庆分行向学校老师捐赠10万元扶
贫助教公益金之后，今年该行又在学校设立具有浙
商银行特色的“玉琮”最美教师奖。2020“玉琮”最
美教师奖有6名，每人奖金5000元。

30名贫困优秀学生
获得2020“焕能”奖学金

在秋季开学典礼上，浙商银行重庆分行还向30
名贫困优秀学生发放了2020“焕能”奖学金，每人
1000元，鼓励他们通过努力学习，彻底摆脱贫困。

此外，活动中还公布了今年六一儿童节“童心同
绘新世界”绘画比赛获奖名单，在全国各地入围的
550个作品中，12个车田乡中心小学学生的作品从中
脱颖而出，获得了该行送出的美术课本、地球仪、望远
镜等丰富的奖品。

以上数据，仅仅是浙商银行重庆分行帮扶山区贫
困学子，让教育帮扶之路走得更实更深更精准的一个
缩影。据不完全统计，该行对车田乡中心小学已经投
入各项帮扶资金累计超120万元。

下一步，浙商银行重庆分行将继续打好精准助
校、精准助教、精准结对等一系列“教育精准帮扶组合
拳”，力争把车田乡小学打造成为学科成绩优秀、教风
师德良好、素质教育优良、系统远近闻名的示范山区
小学。

浙商银行“一行一校”首批结对学校
——车田乡中心小学：有了新宿舍 喝上放心水

学生宿舍内部改造前学生宿舍内部改造前 学生宿舍内部改造后学生宿舍内部改造后本报讯 （通讯员 刘明森）近日，大渡口
区八桥镇在党建引领垃圾分类示范点双城社
区雅居乐小区开展“巾帼志愿者队伍进家庭”
为主题的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垃圾分类宣传员手拿垃圾分类宣传资
料和垃圾袋，挨家挨户敲门，耐心地为小区
居民讲解垃圾分类的有关知识，对特别容易

混淆的垃圾进行了全面仔细地讲解。镇组
织委员周萍带领八桥镇巾帼志愿者到居民
家中进行现场宣传和分类指导，对能够正确
分类的居民进行表扬，并发放我镇定制的家
用分类垃圾袋，引导居民从日常小事开始，
积极践行绿色生活，让垃圾分类从口号变成
习惯。

光荣榜
1、11 月 25 日，出租汽车渝 AT8643

驾驶员黄祥勇师傅捡到灰色苹果手机一
部。

2、11月24日，出租汽车渝B7T035驾驶
员陈海均师傅捡到华为手机一部。

3、11月21日，出租汽车渝A82T10驾驶
员彭军师傅捡到内有“邓月”身份证等物品挎
包一个。以上未领取的物品，失主可到主城区
出租汽车失物招领中心认领。

曝光台
1、11 月 24 日 ，项 某 驾 驶 车 牌 为 川

E58K××机动车，因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出租
汽车客运经营活动被查处。

2、11 月 24 日 ，王 某 驾 驶 车 牌 为 渝
GAZ6××机动车，因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出租
汽车客运经营活动被查处。

3、11 月 24 日 ，杜 某 驾 驶 车 牌 为 渝
A651××出租车，因空车标志灯开启时，在允
许停车路段拒载被查处。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旭

打造“敲门”制度、建立“难题”台账、创办文化品牌“人和四季歌”……

扎根社区22年，她是居民眼中的“小巷管家”

巾帼志愿者队伍进家庭宣传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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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社区22年，她率先在全市成
立“人和街社区协调理事会”，建立“3+
5”居民群众自治组织，创办文化品牌
“人和四季歌”。她打造“敲门”制度、建
立“难题”台账。

她叫陆远秀，今年56岁，是渝中区
大溪沟街道人和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
会主任。近日，我市67人获评2020年
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陆远秀便
是其中一人。对此，记者来到陆远秀工
作的社区，了解了她从事社区工作多年
背后的故事。

社区老人们
都愿意与陆远秀
(左三)拉家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