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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年来，徐毅还多次深
入辖区内餐饮场所，进行燃气
“其他垃圾桶快满了，赶
安全专项治理工作。
他带领社
紧来处理”“投放点位不要有
区工作人员对辖区内 144家
垃圾落地，你们要加强巡查”
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进行了
……每天 7点过后，在厦禾社
检查，逐项排查隐患，确保安
区，总能见到一个忙碌的身
全，查处了各类安全隐患
61
影。他就是徐毅，现任厦禾社
项。其中，
重大安全隐患 2项。
区居委会副主任，分管综治城
在一次检查中，
徐毅发现
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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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吃一惊。他立即请鹭江
位巡查，徐毅和其他工作人员 有 22梯，原本每梯楼下都有 瓶，
还不到上班时间，徐毅就 还针对高层撤桶问题，多次走 一个垃圾投放点位。
街道执法大队前往现场勘查，
已经把社区 52个垃圾分类投 访物业、入户宣传等，得到了
“如果不整合，没办法督 及时进行处理，将燃气瓶数量
放点位巡查了一遍，并针对存 居民的大力支持。去年 8月， 导垃圾分类工作。”于是，徐 减少至 7瓶。
在的问题一一与督导员沟通。 社 区 实 现 了 物 业小 区 100% 毅提议，将白鹭苑小区内的原
于 1990年 建 成 的 故 宫
新城小区位于故宫路
77号，
“把各 个 点 看 一 遍 我 比 撤桶，
同时也是鹭江街道 7个 垃圾投放点位进行合理整合
较放心，督导员也会更加自 社 区 中 ， 第 一 个 率 先 实 现 优化，从原先的 22个点位较 小区内巷道被居民占用，用于
觉。”去年 8月，厦禾社区换 100%高层撤桶的社区。
少至现在只在小区的 3个出 堆放杂物、废品等，形成了一
届，
徐毅成为社区居委会副主
徐毅介绍，白鹭苑小区在 入口设置点位。同时，社区还 个脏乱差的卫生死角，也阻挡
任，
他把垃圾分类工作作为工 开展垃圾分类初期，因物业管 对该小区居民进行入户宣传。 了居民进出小区通道。一旦发
作的重中之重。
理处不参与不配合、居民分类 经过一段时间的有序运作，白 生火灾，堆积的杂物和通不了
除了每天早上例行到社 意识不强等问题，被市级暗访 鹭苑小区在市、区两级暗访检 车的断头路也是一个不小的
安全隐患。
区辖内各个垃圾分类投放点 检查组评“差”。白鹭苑小区 查中均得到“好”评。

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徐
毅多次协调、走访住户了解情
况，并结合文明创建工作，在
街道领导的支持和指导下，终
于对该巷道进行了专项整治，
清理所有杂物，拆除所有违
建、围墙和铁门，断头路畅通
了。
记者了解到，在角滨东路
沿街有多家快餐店，长期将油
烟直排至排水管道导致堵塞，
污水横流，给周边的居民及过
往群众带来不便。为此，徐毅
和社区工作人员、城管队员对
存在油烟直排至管道的店家
进行约谈，督促限期整改，要
求其店家安装排污过滤器。
多年来的难题解决了，得
到周边居民的一致赞扬：
“既
解决了脏乱差，又还路于民，
真是一件利民的大好事。”面
对大家的赞扬，徐毅只是说：
“这都是我的本职工作，该做
的就尽量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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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67岁的吴娉婷是大
同社区的居民。退休前，她曾
任思明区特殊教育学校教导
主任、
学校副书记。退休后，
她
坚持为重度脑瘫儿送教，并担
任大同社区读报小组党支部
书记。社区工作人员和居民都
说她是“大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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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吴娉婷在原开
元小学任教，
她被安排至南京
特殊教育学校学习，后来牵头
创办了开智学校，也就是如今
的思明区特殊教育学校，招收
患有智障、
唐氏综合征以及脑
瘫的孩子，
进行康复训练。
2010年起，吴娉婷和一
批老师响应省、市的号召，为
因重度残疾无法到校学习的

特殊孩子送教，每周两次，一
学年 240课时。2012年，
吴娉
婷到一名患有脑瘫的 8岁女
孩家送教，
开启了一段缘分。
第一次见面，吴娉婷发现
孩子只能说单字，不会走路。
“她很抵触我的接触，于是我
买了一台 i
pad，放一些音乐、
故事给她听，孩子对我慢慢地
建立了信任感。”
练习走路是艰难的过程。
在吴娉婷的建议下，女孩在训
练走路时戴着头盔。她着重训
练女孩的手功能，比如旋转螺
丝、张合剪刀、把豆子和米分
开，
以及认识简单的数字和人
民币。“脑瘫儿的训练需要耐
心，
一点点进步都要花很多精
力和时间。”吴娉婷说，
如今，
女孩不但可以自己走路，说话
成句，还认识了 200多个汉
字。看到孩子的进步，吴娉婷
感到所做的一切都值得。
7年来，吴娉婷风雨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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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此类故事数不胜数。
2017年 ，
“厦门党建 e
家”开始推广使用。这套系统
的推广，
对吴娉婷来说是个挑
战，刚开始她打起了 “退堂
鼓”。
就在这时，大同社区党委
及时组织开展培训，吴娉婷认
真学习，及时请教，不断地与
党建工作相关新技术、新知
识，
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储
SyzRi{|:
备。在自己掌握的基础上，她
地去女孩家送教，在生活上也 小组党支部书记。作为一名老 又与其他支部书记分享操作。
对她照顾有加。有一次，吴娉 党员，她不忘初心，只要社区
在吴娉婷的努力下，读报
随叫随到。吴娉婷就像 小组 党 支 部 中 的 19名 党 员
婷接到孩子母亲的电话，说孩 有事，
子摔倒了。吴娉婷立马请爱人 一名“大家长”，上到八九十 中，除了两名 80岁以上的老
开车载她到女孩家，帮忙包扎 岁的老党员，下到 20多岁的 党员未绑定外，其余 17名党
她都充分地调动他 员 都 绑 定 了 “ 厦 门 党 建 e
伤口。吴娉婷说：
“看着孩子 年轻党员，
无助、懵懂的脸，愈发感到自 们的积极性，常常走家串户， 家”，并且熟悉了操作。“现
与行动不便的老党员聊天拉 在，
己身上的责任。”
我们通过这套系统在线上
家常。
缴纳党费、发布活动，还开了
stuvwx
93岁的老党员高顺吉住 线上会议，会上，党员们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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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了。一得知消息，吴娉婷和 热烈地讨论。”吴娉婷说。
吴娉婷是大同社区读报 社区工作人员立马上门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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