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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服务之星 吴小霞
坚守爱老护老初心陪伴老人温暖前行

13年前，吴小霞从华乐社区调到敬老院担任院长。那一年，她 34
岁，是养老机构院长当中最年轻的。跟班实习的第一天，她看到大部分
老人重瘫在床，大小便失禁，平时爱美甚至有点洁癖的她竟然没有嫌弃
和厌恶，而是心生怜悯，心痛不已。她心疼老人们所承受的不仅是身体
上的痛苦，还有心理上的孤独和寂寞。那一刻，吴小霞觉得敬老养老事
业不仅是一份深沉的嘱托，更是一份沉重的责任。也是从那时起，她开
始坚守爱老护老初心，带领工作人员努力改善老人的居住环境，完善各
项设施设备，提高老人伙食标准，丰富老人的文化生活，让老人过得有
意义，活得有尊严。她全心全意为老人服务，为家属分忧，获得了老人
及家属的肯定和好评。院内老人逢人就夸她：“不是女儿却胜似女儿！”
很多亲属见到她都会说：“吴院长对老人是真的好、吴院长替我们尽孝
了，吴院长是个好院长。”

“爱老护老既是一份初心，也是一份使命，我将一如既往立足本职，
心怀大爱，努力做老人身边的那一根拐杖，用最大的爱心和耐心，继续
陪伴老人温暖前行。”吴小霞说。

在横岗街道，有一群好干
部，虽然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
丰功伟业，但他们坚守初心、牢
记使命、为民服务、勤政务实、
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在基
层一线默默无闻地奉献着。近
期，该街道结合“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开
展第四届“争星创优·做横岗好
干部”活动，从各部门各社区各
条战线中选出了“管理之星、开
拓之星、奉献之星、绩效之星、
敬业之星、勤廉之星、服务之
星、学习之星、文明之星、活力
之星”10 个类别共 69 名先进典
型，在街道上下营造了“学先
进、赶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
氛围，为横岗街道加快打造“科
技智造城·和谐宜居地”提供强
有力的组织保障和人才保障，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献礼。

今天，让我们走近这些新时
代的横岗好干部代表，一睹他们
立足本职、奋发有为、传播干事
创业正能量的风采！

第四届“争星创优
做横岗好干部”名单

管理之星
林小兰 温燕辉 王平安
李锐敏 李志伟 彭 斌 何志超

绩效之星
罗利雄 廖子源 张 蓉 张李成
胡四民 韩 波 黄绮芳

开拓之星
温治中 仪春霞 吕晓梅 张维杰
曾德宏 陈文枢 陈焕鹏

敬业之星
洪育新 李士刚 郑雁媚 张伟平
陈明珠 李采仪 廖伟辉 段有娣

勤廉之星
晏慧文 苏光品 崔莉萍 叶仕铭
黄怀坚 何凤琴

奉献之星
霍晓磊 周 怡 胡春辉 陈 洁
王治金 张杏波 骆 斌

服务之星
王 琳 金贤锋 吴小霞 廖志谋
李 慧 林嘉燕 阮 科

活力之星
吴志强 吴斯捷 罗 亮 刘文文
朱玉周 余翠斯 周梦茹

文明之星
余桂英 黄吉鹏 陈翠华 彭东伊
钟志华 黄景航 苗 锋

学习之星
唐 敏 温海媚 陈构洪 宋 娟
刘红胜 叶暖东

管理之星 温燕辉
当好社区“领头雁”为人民谋幸福

温燕辉在基层默默耕耘了28载，松柏、华侨新
村等多个社区均留下了他奋斗的身影。无论身处
何岗，他都能以身作则、廉洁自律，带头发挥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促进身边同事积极向上、团结奋进。
他善于抓社区干部队伍管理，自调任四联社区党委
书记后，从最基本的上班值班纪律抓起，严明社区
干部管理规定，狠抓队伍建设，极大地促进了社区
干部队伍作风转变，凝聚了人心，激发了社区干部
队伍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工作中，他敢于担当、积
极作为，时刻铭记着“为人民谋幸福”的共产党员初
心，以团结务实的态度，以社区党建为龙头，以社区
建设为基础，以“民生大盆菜”为主线，扎实推进社
区各项日常工作，有效促进了社区建设再上新水
平。此外，在他的高效带领下，四联社区党委积极
攻坚克难，成功解决了多项民生微实事项目、排榜
垃圾中转站污水处理、红棉路2个内涝点等民生热
点、难点问题，得到群众的广泛好评。

绩效之星 韩波
攻坚克难 出色完成土地整备任务

2013年 3月，韩波从部队转业到横岗土地整
备中心工作，刚接触土地整备这一陌生的专业领
域时，他感到彷徨和迷茫。面对新岗位新挑战，
他始终没有忘记军人本色，没有忘记自己的入党
初心，慢慢从“门外汉”变成了“多面手”。

在中央环保督办的四联河治水提质工程启
动之初，韩波带领组员开展四联河综合整治工程
房屋征收工作。此时正逢韩波的家庭成员突患
重病急需动手术，但他正确处理好生活与工作、
家庭与任务的矛盾，带领组员主动作为，做好沟
通和协调，仅用一年便提前完成了黑臭水体治理
全部房屋（43户）的征收工作，为中央环保督办的
四联河治水提质工程奠定基础。6年磨砺，他和
同事们在急难险重的征地拆迁一线中，出色地完
成了红棉路三期、南坪三期、四联河、沙荷盐排立
交二期、排榜收费站、简坑河、吉榕路等 7 个任
务，累计签约 95户、约 7.7万平方米房屋，征转土
地 7.28公顷。

开拓之星 张维杰
为社区人做好社区事

作为一个在社区岗位上坚守了二十多年的老
社区人、有着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张维杰的初心
就是“为社区人，做好社区事”,并且二十多年来从
未动摇过。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社区治理
千头万绪，老百姓身边鸡毛蒜皮的小事，背后可能
涉及多个部门，有了事情谁来管、如何协调？新时
代新形势下，如何实现以人民为中心高质量建设和
谐宜居社区？带着初心、带着这些疑问，张维杰带
领红棉社区党委，坚持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努力
探索城市基层党建新路径，开启了以人民为中心的

“走出去、请进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新模式。新
模式实践以来，在中海大山地小区增设快递柜，在
主题公园安装灯光照明设备以及梧桐学校改扩建
工程等一件件民生实事陆续落地，一桩桩群众矛
盾纠纷成功化解。今年，社区党委收到辖区业委
会、物业公司、居民赠送的多面致谢锦旗，张维杰
也被居民誉为“社区好书记”“群众贴心人”。

敬业之星 洪育新
用敬业诠释土地整备人的责任与担当

到土地整备中心工作之前，洪育新曾在横岗
街道建设办、物业管理中心、社区网格管理中心等
多个部门任职。岗位在变，但始终不变的是他把
任务、责任放在首位，不等不靠、主动作为的工作
态度。

在土地整备岗位，没有休息日连续作战是工
作常态。例如为了尽快解决辖区内红棉路多年难
贯通的问题，洪育新想方设法加快红棉路（横岗
段）拆迁工作。每天扎在征拆现场，积极主动地跟
沿线开发商、社区及居民小组沟通协调，不厌其烦
地上门走访、约谈业主和租户。最终出色完成该
路段的征拆任务，为断头10余年的红棉路全线贯
通奠定了基础。除此之外，他还带领部门工作人
员顺利完成地铁 14号线、四联河综合整治工程、
龙口水库、沙荷路盐排高速立交工程(二期)、简坑
河综合整治工程、排榜收费站及配套设施工程、吉
榕路断头路等土地整备和房屋征收补偿任务，深
入贯彻落实土地整备三大专项行动，有序推进辖
区 24个城市更新项目，为横岗加快建设“科技智
造城·和谐宜居地”盘活空间发挥了积极作用。

勤廉之星 崔莉萍
用勤廉行动为上访群众解忧

有人把信访干部比作风箱里的老鼠——两头
受气：每天从上班到下班，面对的大多是一张张怒
气冲冲的脸，听到的大多是一阵阵埋怨声，遇到的
大多是一件件麻烦事。但崔莉萍有着与生俱来的

“侠骨柔肠”：对信访工作充满热情，对来访群众尽
是耐心与柔情，协调相关部门处理群众问题时该
强硬就强硬，“女汉子”风格展现无遗。

“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
的桥梁纽带，是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上访群众之
所以来找政府，是因为相信政府能为民办事，能主
持公道，能排忧解难，我们一定要把群众的难事当
家事一样解决好。”投身基层信访工作二十余载的
崔莉萍对信访工作深有感触，在按时保质处理和
化解辖区信访疑难问题及突发事件的基础上，她
与信访办工作人员一起不断探索改革矛盾纠纷解
决机制，该机制得到了国家信访局、省信访局以及
市、区领导和学界专家的普遍关注和充分肯定。

奉献之星 霍晓磊
把“奉献”印在心中化作行动

主动作为、甘于奉献是争做新时代优秀基层
工作者的关键词，也是霍晓磊的工作状态。在街
道工作的这 8年，他已经把“奉献”作为一种信
念，印在了心中，化为了行动。在执法队工作期
间，他长期坚守执法一线，充分调动队员执法动
态巡查的积极性，与队员在辖区认真巡查，积极
主动向人民群众宣传土地保护法律法规。在处
置横岗街道龙口水库一级水源保护区 13处历史
遗留建筑期间，他积极奔走，协调各方，最后圆满
解决了历史遗留难题，确保了街道提前半年完成
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历史遗留建筑拆除工作。

如今，转战到城建办工作岗位的他，更是在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民生工程建设、城中村综合
整治、安全生产防控等方面发力，持续完善街道
基础设施建设，深入提升街区环境面貌，切实保
障普惠民生福祉。

学习之星 唐敏
在学习和实践中打磨淬炼

安监工作任务重、责任大、时间紧，唐敏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勤勤恳
恳、默默耕耘了8年之久。这8年里，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她每
天坚持学习，勤于学习，注重理论知识的充实和更新。她始终做到以最
快的速度、最端正的态度对待和接受新的安全领域各类新业务、新知
识，并及时将掌握的业务知识运用到工作中，确保各项工作高效、高质
完成。同时，她 8年坚持记工作笔记，对发生的安全事件及时反思不
足，虚心向优秀的安监工作典型学习，总结经验。近年来，她协助建立
健全安全生产有奖举报、零星工程“十二个严禁四个一律”等30余项制
度，其中有近10项制度为全市首创。

近期，唐敏成为龙岗区第五批抽调干部到基层参与土地整备工作，
面对陌生领域，她深入参与征拆项目前期核查、测绘评估、权属核查、谈
判签约等每一个环节，在一线中学习专业知识，在实战中打磨淬炼。

文明之星 陈翠华
用老年文化的力量助推文明横岗建设

自任职街道老年大学副校长以来，陈翠华任劳任怨，把老年大学工
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组织举办各类主题活动内容精彩、生动，得到了老
年群众的一致好评。在工作中，她时刻保持着谦和、文明、干练的工作
作风，礼貌待人，认真办事。她通过自学及参加相关培训获得了国家级
健身交谊舞教练员和裁判员资格证书，在她的带领下，街道老年大学健
身交谊舞队连续 9年荣获全国健身交谊舞锦标赛冠军，使横岗街道交
谊舞享誉全国，该同志也获得了优秀教练员荣誉称号，并被中央文体电
视台等媒体报道、采访。今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在
她的推动下，举办了“党性教育·廉政文化”主题公园写生活动、“我和我
的祖国”快闪活动和“百人太极”活动，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评价。

活力之星 吴志强
用音乐才华带动文体活动全面开花

作为扎根横岗 20多年的音乐人，吴志强如今已是广东省音协会
员、深圳市音协会员、龙岗区民间艺术家协会理事。2018年12月，在广
东民歌民乐大赛总决赛中，他作曲的最新横岗原创客家新民歌《圆圆凉
帽圆圆心》经过深圳选拔赛和广东省复赛的层层筛选，最终以其独特风
格、新颖曲调获得大赛“民歌专场”比赛银奖，此歌曲也是代表深圳入选
民歌类总决赛的唯一歌曲。此外，他还创作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原创
歌曲，不少作品获得全国及省市大奖。

吴志强说：“横岗的群文队伍壮大，各类文艺活动全面开花、精彩绽
放，文化氛围很浓厚，文艺精品迭出，作为一名基层工作者，我更应该为
提升街道文化软实力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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