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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社区党委书记和1422人的安居梦
本报记者 张永才 申晓佳 实习生 黎胜铭

提起谢书记，61岁的杨际华有些激
动，说到后来，她眼角红了。

“我家里条件困难，孙子是残疾人，以
前家里一整面墙都被水泡烂，生活太不方
便了……”

多年来，杨际华一直希望房子能拆
迁。因此，改造工程启动之初，她和大多数
居民一样很抵触。谢兰一遍遍上门做工
作，杨际华烦了，对谢兰说了很多气话，还
让她吃了“闭门羹”。

“人在气头上，说的都是胡话。我说谢
书记，你这么积极，是不是为了立功、升官？”
杨际华连连叹气，“后来看到改造出来的样
板间，我才明白谢书记确实是为我们好。”

今年5月14日晚，杨际华家因为改造
施工进了水。杨际华独自在家，不知该怎
么办。她的第一反应是给谢兰打电话，但
想到谢兰有病在身，杨际华硬是咬牙坚持
了一整晚，第二天早上才拨通了谢兰的手
机，告知家中情况。

“谢书记二话没说，马上就来了，还责
怪我为什么不早说。”杨际华说，当时，她对
过去说过的气话感到非常歉疚。

如今，杨际华一家已住进了改造好的
新房。她说，现在想到谢兰，心里只有感
激。“谢书记让我们明白，党和政府很关心
我们，以后的日子，我们一家人一定要好
好过。”

居民说谢兰——

“我对谢书记说过气话，现在想到她只有感激”

▲3月21日，两江新区人和街道邢家桥社区，谢兰书记（中）为居民调解矛盾纠纷，宣传整治工作。 两江新区宣传部供图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谢兰这个人，她好
像是个用特殊材料做的‘铁人’！”

52岁的邓美清是邢家桥社区的老书
记，和谢兰一样都是邢家桥社区的“农转
非”居民，是她当年把谢兰拉来做社区工作
的。她说，谢兰在干社区工作之前，是皮鞋
厂老板，日子过得很滋润。

“谢兰热心肠，能力又强，对群众只
讲奉献。”邓美清说，2002年，因为居委
会人手不足，她请谢兰来当社区的计生
专干。后来，谢兰因工作出色，经选举进
入居委会。

共同的工作经历，让谢兰和邓美清成
了好朋友。邢家桥社区旧房改造工程开始
后，邓美清义务回来帮忙，目睹了谢兰两次
进手术室的全过程。

“叫她休息，她也不听。第一次手术出
院，她忙着跑工地，伤口都裂开了……”邓

美清含泪说，就在10月谢兰第二次出院
后，她们还一起继续为不支持改造的居民
做工作，讲政策。

“谢书记带领我们，一起成了‘超人’。”
邢家桥社区居委会主任许光静说，谢

兰第一次做手术后，在重症监护室躺了三
天。第四天，许光静就接到了谢兰询问工
作进展的电话。

“谢书记的心里装的就是这个工作。
有时候，我觉得工作太难，夜里睡不着，
默默流泪，第二天看谢书记，她也红着眼
睛……”许光静说，在谢兰这个“铁人”的
带领和感召下，社区、街道参与工作的干
部们都铆足了劲，攻坚克难，平均走访每户
群众超过30次。

“我们想着，我们多做一点，谢书记就
可以少做一点；我们多跑一点，谢书记就可
以少跑一点。”许光静说。

同事说谢兰——

“她用‘铁人’的精神，带动我们一起变‘超人’”

谢兰的父亲谢家华，也曾是一名基层
党员干部。今年，老人已经八旬高龄。

“我这个女儿，今年多灾多难，两次入
住西南医院，接受重大手术。作为父亲，我
非常心疼，曾想让她退休。”

谢家华说，谢兰非常孝顺，总是嘘寒问
暖，原来每周都会陪他一起钓鱼。但自从
邢家桥社区旧房改造工程开始，女儿就忙
得连电话都经常不回。

到底该不该继续支持谢兰工作？谢家
华决定，亲自到邢家桥社区工地上，看一看
女儿的工作环境。

“看了工程现场，我的想法改变了。这
个工程涉及几百户人，大家意见、建议肯定
很多。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社区一班子
人扎扎实实去努力。”

谢家华说，在这种情况下，谢兰脱离工
作，也会为街道、社区造成损失，影响工作
任务。

“作为共产党员，要积极完成上级党
组织交办的各项任务，像入党誓词中所
说，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谢家华说，作
为父亲，身为党员，他坚定地支持女儿继
续工作。

父亲说谢兰——

“ 心 疼 这 个 女 儿 ，绝 对 支 持 她 ”

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治理面临着越
来越多的挑战，越到基层，工作越具体、
越繁杂。两江新区人和街道邢家桥社
区党委书记谢兰，每天就面临着这样的
工作。

“从小在这里长大，我对这里的
老百姓有情。”基层干部压力大、委屈
多，没有真情真心是干不了的。有情
有义的谢兰，时刻把百姓冷暖挂心
间。扎根社区 17 年间，谢兰脚步从未
停歇，她遇事不躲避，反而迎着问题
上，寻症结、找方法、解难题，凭借一颗
为民服务的真心，为居民解决了一件
又一件的烦心事，成为社区群众的贴
心人。

“话说开了，心靠近了，好事就好办
了。”基层治理千头万绪，矛盾多、困难
多，没有两把刷子是干不好的。群众有
怨言，基层干部就是“出气筒”。谢兰经
常半夜被骂哭，可她始终笑着脸挨家挨
户去做工作。“傻得连命都不要”的谢
兰，在工作中敢于担当、勇于负责，不怕
苦、不怕累，既以真心感化人，将矛盾点

各个击破，也讲究方式方法，善用巧劲
解决问题，使许多问题迎刃而解，让群
众心服口服。

“改造工作不落实，我没有心思做
其他的事。”基层工作要靠文火煎、磨子
磨，没有韧劲是干不久的。群众不支
持，谢兰就组织社区干部放弃休息时
间做群众思想工作；组织居民会、院坝
会，居民不到会，谢兰就组织社区干部
印发《给居民的一封信》，挨家走访、解
释……没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劲头，没有
持之以恒为民服务解难题的耐心，工作
是推不动的。

“我是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我
的初心。”无论是为民服务的真心、诚
心，还是解决问题的耐心、细心，都是谢
兰为民谋福祉的初心。广大基层党员
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要充分
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基层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像谢兰一样把开展
主题教育同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各项工
作紧密结合起来，把解决群众最关心的
事，最烦心的事作为突破囗，以各项工
作实效来检验主题教育成效、检验党员
干部的初心。也只有在为民服务解难
题中践行初心使命，才能赢得百姓的开
心笑颜和真心呵护。

以真心践初心换民心
□饶思锐

【大家眼中的谢兰】

短评

谢兰今年50岁，是两江新区人和街道邢家
桥社区党委书记。她个子不高，身材单薄，走路
轻盈生风。

社区里，经常听到谢兰爽脆的声音，居民都
爱和她打招呼、拉家常。

可现在，这位受人喜爱的社区干部，成了居
民“最心疼的那个人”。

“谢书记得了肺癌，做了两回手术，还天天跑
工地，你说她是个啥子人啊？”10月23日，说起谢
兰，76岁的社区居民宋远芳老人忍不住哽咽起
来。她说，为了邢家桥社区老旧民房改造，谢兰
已经拼得连命都不要了。

“上厕所都得打伞，群众心烦，
我们心痛”

“我睡不好觉，常常深更半夜醒来，我是着
急。群众的住房条件这么差，改造不能再等了！”

说时，谢兰的声音有些嘶哑——是劳累，也
是心痛。

条件到底有多差？宋远芳带我们去她家看。
一进屋，客厅根本没有像样的家具。电饭

锅、淘菜盆、高压锅、水瓢、洗衣粉和刚买来的青
椒、红薯一起，“躺”在一张旧床板上。

没家具，并不是因为老人节约。
“漏怕了，漏怕了！”宋远芳指着四壁斑驳的

痕迹，“墙壁、屋顶都漏水，不下雨也漏。家具往
哪放？”

建成于1993年的邢家桥社区，没有物业。
独自居住的宋远芳，只能买来白漆，自己用滚筒
一遍遍地滚墙壁。

墙面刷了，可面对陈旧的水渍、剥落的墙皮，
老人无能为力。

“我也要面子，亲戚朋友来了，看到这些脏水
印子，要笑我老太婆龌龊呀！”说到激动处，老人
用手背擦起了眼睛。

宋远芳难忘，邢家桥社区原是这一片最早开
发的“农转非”社区，当年亲戚朋友都羡慕她住进
了洋气的“新村”。而今，年久失修不断漏水的房
屋，却成了她的心病。

“宋婆婆这样的情况，在社区有太多太多。”
谢兰说，邢家桥社区安置房为多层砖混结构

商住楼，共计16栋27个单元，涉及安置房488
套，门面91个，安置户1422人。

这里街道狭窄、楼房密集、空间局促，房屋不
同程度地存在漏水、管线老化、墙皮脱落等问题，
居民苦不堪言。

56岁的居民黎国平说，“邻居家的水漏到我
家，我家又漏到别人家；见到邻居，她望到我哭，
我望到她哭。年年修，年年漏。”

不止一位居民对谢兰诉说，他们上厕所需要
撑伞，不然很可能被楼上漏下的粪水浇满头；做
饭时也提心吊胆，生怕“从天而降”的墙皮、墙渣
掉进锅里。

“房子这么糟糕，上厕所都得打伞，群众心
烦，我们心痛。”

谢兰说，因社区房屋不符合拆迁标准，社区
和街道多年来都积极争取旧房改造。2017年，
两江新区管委会决定对邢家桥社区安置房综合

整治进行立项。
意外的是，居民们并不“买账”。
最开始，仅有23%的居民支持综合整治。更

多的人发出反对的声音，还有人把大粪端到社区
办公室门口，不让工程队开工。后来施工过程
中，换了三拨工程监理人员——太难了，受不了。

好事，怎么会这么难办？

“肺癌也没什么吧？做完手术歇
几天，我就回去上班”

“住房难，是社区群众最大的难题。他们心
里有苦、有气。”

谢兰说，20多年来，邢家桥社区的房子越来
越旧，人口却越来越多。有好多家庭闹矛盾甚至
离婚，都是因为房子太糟糕。

但凡有一点办法的人，都搬走了。剩下的，
一家四五口“窝”在严重漏水的房子里，怎能不

“冒火”？
这股“火”，就撒在了谢兰和同事们的身上。
53岁的邢向斌，几代人生活在邢家桥。改

造工程伊始，他和多数人一样，非常抵触。
邢向斌说，当时在居民中流传一种说法：社

区想靠改造来赚钱，如果拒绝改造，旧房可以拆
迁。但实际上，这是信息不对称产生的误解。

面对谢兰和同事们的动员，邢向斌冒火了。
他对着谢兰吼：“莫说那么多，你安的什么心，你
自己晓得！”

听到这句话，谢兰很伤心：“除了对群众的一
片真心，我们社区干部还有什么心？”她赶紧深呼
吸几口，平复情绪，继续解释。

没想到，这只是个开头。接下来，有群众开
始深夜打电话向社区干部发泄怨气。

按规定，社区干部的手机24小时不关机，有
电话必须接听。一段时间，群众情绪激动，一开
口就把社区干部的祖宗三代“问候”个遍。

数不清多少个夜晚，谢兰捏着发烫的手机，
听着质疑和抱怨，含着眼泪，一遍遍解释“房子不
符合拆迁标准，改造是为了大家好，社区不会从
中拿一分钱……”

这样的困境，换了别人，也许已经甩手不
干。但谢兰作为土生土长的邢家桥人，甩不开，
放不下。

“我是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我的初心。
从小在这里长大，我更对这里的老百姓有情。现
在政策这么好，不能错过这次改造的机会。错过
了，不知道会等多久。”

谢兰觉得，与其说群众是抱怨，不如说他们
是不甘心，是对未来还有期待。

这么一想，她反而有了信心。“群众对美好生
活有向往，才会批评我们社区干部没做好。那我
们就想办法做得更好！”

擦干泪，谢兰风风火火地行动起来。
“群众有火气，有怨气，我们永远笑脸相迎。

话说开了，心靠近了，好事就好办了。”
谢兰组织社区干部们，放弃周末、节假日和

休息时间，锲而不舍地做群众思想工作。居民
会、院坝会、开了一场又一场。居民不来开会，干
部们就印发《给居民的一封信》，挨家走访、解释。

谢兰每天平均要走上万步，接100多个电
话。粗略统计，她组织了30多次居民会、40多场
院坝会，接待群众1000多人次。

2018年6月，谢兰被检查出癌症，确诊为肺
癌。可她想着改造工程时间紧迫，任务重，一拖
再拖，不去做手术。

2018年12月，改造工程动工。到今年清明
节，改造工作有个样子了，谢兰终于同意接受手
术。

进了医院，谢兰还在算时间。她对医生说：
“肺癌也没什么吧？做完手术歇几天，我清明节
一过就回去上班。”

“改造工作不落实，我没有心思做
其他的事”

“谢兰又到工地上来了？快喊她回去！”
62岁的任术英住在邢家桥社区6栋，只要在

工地上看到谢兰，她就会扯着嗓门赶谢兰回家。
“多亏谢兰，你看这墙壁，这地砖，这厨卫防

水做得多‘巴适’。她现在是病人，应该多休息。”
听说我们来采访，任术英坚持拉着我们到家

里转转。她所在的6栋和4栋、5栋，已经完成改
造。

客厅里，窗明几净。不大的洗手间干湿分
区，干净舒爽。厨房墙上地上，没有一点水渍。

“电线、水管重新铺过，再也不担心漏电漏
水。连房租都涨了。”说着改造后的新房，任术英
喜上眉梢。

她说，4至6栋的住户住进新房后，都赞不绝
口，对谢兰和街道、社区干部的工作非常认可。

今年中秋节，4至6栋的住户一起在社区里
摆长桌宴，每家出一个菜，早早给干部们打招呼，
请他们来坐坐，以示感谢。

事实最有说服力。随着改造推进，目前，邢
家桥社区居民对改造工作的支持率已达到
98.4%。

当下，谢兰操心的仍然是改造工程。她天天
算进度，要让所有居民都能在改造后的新房过春
节。

“看到任阿姨这样的热心人，我只有躲着
走。”

谢兰笑着说，居民们得知她患病后，主动送
药、送饭，有的还专程到江津、綦江去买草药为她
熬好端来，还未开口说话，眼圈先红了。社区涌
现了一批又一批志愿者，随时来帮忙，邢向斌也
在其中。

这些真情，谢兰看在眼里，热在心头。但她
还不愿休息。

“我党龄14年，在社区工作17年，其中在邢
家桥12年。改造工作不落实，我没有心思做其
他的事。”

第一次手术后，谢兰休息了14天就回到社
区继续工作，伤口的血渗透衣服，许多人看到都
哭了。10月初，她做了胃息肉手术。

但现在，她仍然笑容爽朗，步子飞快，没有任
何东西能改变这位社区党委书记的坚定决心。

10月28日，我们再次见到谢兰，她说，明年
春节，邢家桥社区的1422人，一定能圆安居梦。

▲社区居民厨房整治前。 两江新区宣传部供图
◀10 月 23 日，居民任术英、杜代润家改造后的厨房和卫生间。

首席记者 谢智强 摄

谢兰谢兰

（本报记者 张永才 申晓佳 实习生 黎胜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