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2020年的我

传播奋斗故事，让社区充满温暖
张刚：
你还记得前些年那些买不起羽绒服，用不上取暖炉的社区贫困居民吗？报道
后，社会上很多好心人给他们捐棉衣和取暖煤，让他们温暖过冬，快乐过年。
很想知道2020年他们日子过得怎么样了？有空的时候，你记得再去看看他们。
在基层社区里，还有一些人需要帮助。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家的小日子也一定过得很红火，请把他们身上
最感人、最耀眼的奋斗故事记录下来，传播出去。
2017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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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刚>>>
齐鲁晚报“胡同记者”
党的十九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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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社区居委会主任，居民认可，慢慢成长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十八大代表；一个是社区跑口记者，
扎根基层，慢慢成长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十九大代表。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因为工作相识，十几年的时间，
她成了他的老大姐，他成了她的大兄弟。如今，老大姐远去，他哭红了双眼，惟有以笔蘸泪，缅怀故人。

本报记者张刚回忆老大姐陈叶翠：

她燃尽自己点亮了社区

在济南甸柳第一社区，再也看不到那个风风火火的身影，再也听不到她洪亮利落的声音了。她就像一团火，
燃烧了自己，点亮了社区，也像一颗流星，划过夜空，给居民留下的是无尽的怀念。

本报记者

张刚

你不给老百姓服务
老百姓就骂你

百万字工作笔记
摞起来有半米高
本报记者

许建立

2017年11月11日晚，济南
“小巷总理”陈叶翠永远离开了
她为之奋斗半生的社区。在甸
柳新村第一社区，陈叶翠是一
面旗帜，是大家的榜样，当她去
世的消息传来，整个社区陷入
悲痛的氛围。
在甸柳新村第一社区居委
会的服务大厅，靠窗最里面的
一个位置是陈叶翠的，她的办
公桌上，鲜艳的党旗和国旗摆
在她的接待台上，电脑旁边、桌
子正中的位置是入党誓词，三
个笔记本被放在桌上靠右的位
置上，一个被翻得卷了边、显得
很破旧，上面记满了电话号码，
另外两本则是日常工作记录，
居民低保办理、社会组织创建、
社区文明建设、小区供暖、居民
反映问题的办理进展，内容记
得很仔细。这三个笔记本最后
的日期是2017年6月15日，记录
的是一节党课，从陈叶翠记录
的内容来看，讲的是优秀传统
文化的弘扬与复兴。
对于基层社区工作者来
说，陈叶翠将一生奉献给了社
区，那些电话号码、那些写满每
一页的文字，都是牵涉着社区
的民生事务。这么多年记下来，
她 的 笔 记 本 有6 0 多 个 约 百 万
字，摞起来足有半米高。办公桌
上摆着的，只是其中一小小部
分，翻阅这些记录，我们发现，
她满心装的都是别人，本子里
唯独没有她自己。
陈叶翠走了，可她的奉献
精神将继续活下去。

早在2001年，
我在一次采访中认识
了陈叶翠主任，
那时她已在甸柳一居工
作了十多个年头。后来，我跟着陈主任
的脚步，
走遍了甸柳一居的大街小巷。
2003年8月，甸柳新村第一社区居
委会作为山东省模范社区居委会、山
东省社区示范建设居委会，被定为济
南市、也是全省首个直接选举试点的
社区居委会。一个月后的9月14日，在
甸柳一居的社区小广场上，进行了社
区居委会主任直选，陈叶翠以1151票
当选为居委会主任。这是山东省首位
直选产生的“小巷总理”。
我作为在现场采访的记者，也见
证了她的当选，在选举结束时，她对着
台下上千居民，流下了感动的热泪。她
说，是居民的信任，把这个社区交给她
了 ，投 下 的 是 一 张 票 ，交 出 的 是 一 颗
心，她没有理由不干好。
此后，每次到社区采访，总是见她
忙碌的身影。后来，有时也不是为了采
访，路过甸柳社区时，我也会到社区居
委会去看看，每次和陈叶翠聊天，总会
被来找她办事的居民打断。
来访者一个
接着一个，
调解、
劝说、
奔走、
协调，
这构
成了陈叶翠这个居委会主任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
在甸柳一居社区居委会北边路
西，原来是一些小饭店、小门头房，陈
主任带着居委会工作人员，一家家做
工作，一间间往回收，升级改造，经过
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建成了一个占地
600多平方米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这
个集活动、养老于一体的服务中心，食
堂饭菜便宜得让其他社区的老人眼
红 ，他 们 大 老 远 都 来“ 蹭 饭 ”，在 采 访
时，好多“外来”的老人直感叹：
“ 为什
么我们的社区没有这样的好主任？”
可是，这个老年活动场所在建设
中经历的困难常人难以想象：如何把
坡度问题解决？功能如何划分？陈叶翠
为此一次次地画图纸、量尺寸，至少有
两次，我在采访时，她都带着我一间间
地看，一次次地修改。
“ 修这个活动中
心，也真得罪了不少人，得罪就得罪了

吧，只要居民高兴、满意就行！”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无数次到甸
柳一居进行过采访。在这十七年时间
里，陈叶翠主任给我说得最多的话就
是：
“ 你不给老百姓服务，老百姓就骂
你！咱们是党员，要发挥党员的带头作
用，咱们不带头干，谁干？”

代表搬迁居民“谈判”
光图纸就修改了七次
在2016年，陈叶翠当选为全国优
秀党务工作者，我从北京刚回到济南，
就赶紧拎起相机，跑到社区去采访她，
她拿出金质的奖牌，和社区居民一起
分享，说这个奖牌是属于全体居民的！
随后，
我跟陈主任到她家里去，
虽然
十多年来多次采访她，
这还是第一次走
进她家。
她家在甸柳小区一栋居民楼的
一楼，
逼仄的小屋只有四五十平方，
客厅
和厨房是连在一起的，
三四个人就转不
开身，
甚至连个晾衣服的地方都没有。
2017年5月9日，
我再次去采访济南
二汽改片区回迁居民。
陈叶翠关心的二
汽改居民，大都回迁了，在新居里过完
了首个春节。春节过后的一天，春色满
园，
陈叶翠正在和社区工作人员查看幼
儿园配套设施。我说，我想进居民家里
去采访，她说：
“ 你选吧，你想看什么样
的家庭？
你想进哪家，
咱就进哪家！
”
采访中，跟着陈主任全程见证了
二汽改拆迁改造的全过程。陈叶翠拿
出当初开发商设计的回迁图纸给我
看：
“ 这是刚拿来的设计图纸，我一看
这设计的都是些什么？居民能住吗？这
样的户型，老百姓为什么不搬？问题不
是出在居民身上！”带着居民的期盼，
她顶着种种压力，跟开发商开了十几
次座谈会，光图纸就改了7次。

害怕亲朋担心
住院也不让探望
陈叶翠当选十八大党代表，是众
望所归，她这五年来从没忘记自己这
个党代表身份，尽一切可能给居民谋
幸福，更是对我这个后来的青年教诲
有加，给我们报社举办的各种公益活
动提供了一切方便。
2016年，
齐鲁晚报张刚大篷车和甸
柳一居共同为社区孩子们开设了公益

作文课，
由本报记者林媛媛和张九龙每
周免费给孩子们上作文课，
陈主任在社
区居民群里一发通知，
一下子就来了四
五十名学生报名，让我们有些应接不
暇，
陈主任还亲自在课堂上负责维持秩
序。
每次我们在甸柳一居举办进社区活
动为居民服务时，
她总是在现场组织居
民，
亲力亲为。
2017年6月，我当选为十九大党代
表，陈叶翠接着给我打来了电话，一是
对我表示祝贺，二来也是谆谆教导，叮
嘱我要认真当好一名党代表。
2017年8月份左右，我到甸柳社区
居委会时，得知陈叶翠主任请假，已经
有一段时间没来上班了。给她打电话，
她说家里有些事要处理。我此前已经
知道她身体不太好，就连问她身体状
况如何，她总是回答很好，我想去当面
看望，她却总是不让去。她总是在电话
里一遍遍向我叮嘱如何当好一名党代
表，要注意的各种事项等，要求我加强
学习，向前辈学，向同行学，向其他优
秀代表学。

把办公室腾出来
让给社区志愿者
2015年一次采访，
正巧碰到陈叶翠
和甸柳一居的刘绍霞副主任在搬家。
她
们把办公室从二楼搬到了一楼的服务
大厅。
陈叶翠和刘绍霞原先共用一间办
公室，搬到一楼后，陈叶翠把自己的座
位安排在了最后边的小角落里，
把年轻
的工作人员安排在了宽敞的前台。
她们把二楼的单间办公室腾出来
后，让给社区志愿服务团队使用，让社
会组织用最好的办公室，让他们给社
区居民提供最好的服务。当时我对陈
主任说：
“ 这是篇好新闻呢，社区主任
腾出办公室，让给青年志愿者，我要好
好写，说不定能获个新闻奖呢。”
陈主任笑着说：
“ 可别笑话我了，
说实话，老百姓办个事不容易，我们只
希望引进更多的服务机构、服务组织，
尽量让居民得实惠，我在这个小角落
就很好！”整合社区资源，带动社区资
源为社区服务，是陈主任这些年一直
以来的夙愿。
荻 花 枫 叶 ，瑟 瑟 寒 风 。在 这 个 初
冬 ，她 把 生 命 一 点 点 燃 尽 ，照 亮 了 社
区，也照亮了居民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