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乐做丹灶事，争当有为人。

如果说，有为精神是丹灶创新发

展的精神内核，那么，“有为翘

楚”则是丹灶镇建设高质量全面

发展标杆镇的先锋。

2011年，丹灶镇创立“有为

翘楚”道德人物评选，6届共评选

出51位优秀道德模范。

丹灶已打响“产业发展高质

量、环境建设高水平、城乡融合

最协调、基层治理最有序”四大

战役，五年再造一个新丹灶，这

离不开追逐梦想的人、开拓创新

的人、平凡奋进的人。

丹灶镇启动2021年“有为翘

楚”评选活动，以“有为六德”为

标准，评选出“忠勇、仁爱、尚礼、

公义、诚信、明智”六位“专项翘

楚”；对丹灶镇疫情防控工作起

到模范作用的楷模授予“防疫翘

楚”；同时，还将推选出对丹灶经

济社会贡献突出和具有模范作

用的楷模，授予“有为翘楚”，作

为评选最高奖项。丹灶镇委镇

政府将以最高礼遇致敬“有为翘

楚”。

通过层层选拔，25名候选人

进入定选环节，接下来将通过线

上、线下投票和综合评选最终评

选出六位“专项翘楚”、一位“防

疫翘楚”、一位“有为翘楚”。

2021年丹灶镇“有为翘楚”

评选活动，期待您的倾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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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奉献与担当中
创造精彩人生

——南海区第八人民医院杨欢

作为儿媳，她以无私的关怀悉心照料

着婆婆；作为一名护士，她用真诚的心去为

每一位患者提供无微不至的护理服务。她

就是南海区第八人民医院院感科及公卫科

干事杨欢。

梳理儿童散落的辫子、帮助行动不便

的患者整理衣着、定期回访出院的病人

……从2008年以来，她辗转不同科室，却

一直从事着护理工作。

新冠肺炎疫情来袭，她坚守疫情防控的

第一线，落实发热门诊等消毒隔离各项措

施、全院医护以及工勤人员院感防控知识培

训；在丹灶镇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中，杨

欢负责院内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点的后勤保

障及现场协调管理工作，早出晚归，积极有

序推动丹灶新冠肺炎疫苗接种工作。

杨欢和她的家庭，先后获评“南海区优

秀护士”、南海区卫生计生系统“优秀共产

党员”“佛山最美家庭”等荣誉。她用人间

大爱和护理之魂，谱写出一段不平凡的精

彩人生。

言传身教传承最美家风
——丹灶镇罗行小学黄庆芬

结婚十余载，黄庆芬夫妻恩爱有加，对

内，生活和谐、敬老爱幼。黄庆芬孝敬长

辈，一直与双方老人一同生活，更是视婆婆

如自己亲生母亲。生病了，及时带去看病；

天凉了，及时为老人添上新衣……

对外，她热心公益，做善事从不含糊。

沙滘社区创办爱心教育基金远近闻名，夫

妻二人出钱出力，丈夫吴灿明在幕后捐资

助学，黄庆芬则主动走到台前，带领社区妇

女自编自导自演小品《爱的呼唤》。不仅如

此，黄庆芬积极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开导劝

解邻里间的矛盾、大事小事都会到场帮忙

……黄庆芬热心公益、乐于助人的友善行

为也成了邻里乡亲间的一段佳话。

工作上，身为丹灶镇罗行小学校长的

黄庆芬是一名教学能手、爱岗敬业，获得诸

多殊荣，深受同事、家长和孩子们的好评。

她以实际行动传承家训、履行孝道，践

行传统美德，用爱心、孝心、责任心构筑一

个温馨幸福的家庭。

夫妻携手艰辛创业
热心社区公益事业
——丹灶镇罗行社区麦秀芬

她，用心、用爱、用情、用力经营着幸福

家庭和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工作。

麦秀芬与丈夫刚结婚时家里经济困难，

2008年麦秀芬独自到非洲打工创业，刚到南

非举目无亲、语言不通，汗水和泪水交杂。

丈夫在2010年离职，也到非洲和她一起

创业打拼。百善孝为先，年近八旬的公婆年事

已高，急需照顾，2017年，麦秀芬毅然决定回

国照顾公婆日常起居和两个孩子的学习生活。

创业路上，麦秀芬敢闯敢试。生活中，她

团结邻里、热心社区事务。她不仅成为罗行社

区妇联执委成员，还是彩虹巾帼志愿服务队的

骨干成员，带领姐妹们积极参与社区“三三整

治”工作，用行动诠释巾帼榜样的力量。

2020年疫情来袭，从大年初四开始，麦

秀芬坚持扎根防疫一线，在社区卡点、路口

等地，对进出人员测体温、登记个人信息和

身体情况。带领姐妹们张贴、发放疫情宣传

单，为防疫工作人员烹饪美食，积极为疫情

防控战贡献巾帼力量。

/公义翘楚/

社区的“领头雁”
居民的“主心骨”

——良登村公共服务中心帅雪芬

帅雪芬，曾任良登村党总支部副书记，

现任良登村公共服务中心常务副主任。从

事农村基层工作20多年，在村内无论男女

老少，都会称呼她一声“芬姐”，这是因为在

一切有关保障村民群众利益的工作上，都

会看到她的身影。

作为一名基层干部，无论是在妇儿权

益、困难救助，或是邻里纠纷等社区个别问

题方面，还是“三三整治”“雨污分流”“垃圾

分类”等乡村振兴工作推进方面，芬姐都是

“领头羊”。

她曾兼管计生、民政、卫生、出纳等工

作，始终坚守为群众办实事的初心，对群众

的咨询和请求，她都会热情接待；对损害群

众切身利益的行为，她都会给予协调解决，

从不推诿，在群众中得到好评。

帅雪芬发挥乡村振兴“领头雁”作用，

联动村内妇女组建“群芳荟”妇女组织队

伍，带领姐妹们发挥所长、积极参与社区基

层自治工作，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

理格局。

维护建筑工人利益
强化劳资纠纷处置
——丹灶镇城建水利办劳永泽

劳永泽自2011年从事建筑工地维稳

工作，为了充分维护群众利益，他认真学习

《建筑法》《信访条例》《工人工资支付条例》

及各级指示精神，大胆创新工作方法，积极

为上访群众排忧解难。

2011年至今，参与163宗建筑工地劳

资纠纷调解，成功调解163宗，解困人数约

5000人，为群众成功争取利益款项约2亿

元。

为有效保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积极

与多个部门深入调研，不断完善劳务用工

实名管理制度，如加强档案登记、劳务监

察、劳务用工企业合同制度、建筑工地施工

安全质量监督，拟律师进场提供法律帮助

等手段，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使得劳务纠

纷逐年减少，成效显著。

劳永泽曾获“南海区维稳综治工作先

进个人”“机关有为奖”“机关优秀文员”“机

关维稳工作能手”等称号。

立足本职提效能
服务群众办实事
——丹灶镇市政管理办罗永安

“罗永安”——“路永安”，如果你发音

不够准确，前者很容易叫成后者；也许就是

缘分，罗永安与道路交通安全结下不解之

缘。作为佛山市、南海区两级人大代表，丹

灶镇市政管理办公室工程组组长，罗永安

持续关注道路交通安全，群众出行“永安”

是他最大的期盼。

近年来，他广集民意、深入调研，积极

提出桂丹路内涝、X512县道（银河段）严重

交通安全隐患、新三路交通安全隐患、交通

路口因过高的绿化丛遮挡视线存在交通隐

患、高清卡口系统灯光技术、井盖设施质量

及安全、城区道路公共停车位被占用问题

等问题整治的系列建议，其中解决桂丹路

内涝问题的建议被评为区人大2018年度

优秀建议；交通路口绿化存在交通隐患的

建议被列入了2020年度南海区民生实事

候选项目。

罗永安以多听、多看、多调查、多分析、多

问部门意见、多跟踪进度作为自己的工作准

则。除了参加驻站活动，他还会从“朋友圈”

“工作圈”出发，拓宽社情民意的反映渠道。

靠诚信做人 凭能力做事
——丹灶水务有限公司张增和

张增和，作为一个志愿时长超2710小

时的五星志愿者，经常帮助街坊修水管、探

访老人；作为丹灶水务义工队的队员，曾多

次参与公司防疫工作和丹灶镇老龄活动中

心水管维修测漏志愿服务，他对工作的热

诚、业务知识的专业，还有那一颗正直为民

的心，赢得了“水管医生”的尊称。

张增和现任管网运营部测漏组测漏

员，工作中不辞劳苦、诚信待人、尽职尽

责。在深夜维修管网已是工作常态，无论

是三更还是半夜，凡是遇到管网故障，他都

会像医生一样拿着仪器为管道“听诊把

脉”，快速准确地找出漏点，并配合抢修人

员进行维修，全年365天风雨无阻。

在2020年~2021年期间，张增和协助

社区开展防疫岗亭值班、大型核酸检测、疫

苗接种等工作，志愿服务时数合计超过800

小时。2021年，他成为南海区丹灶义务工

作者（志愿者）联合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

丹灶社区大涡经济社社长。

张增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靠诚信做

人，凭能力做事，曾连续四年获得丹灶镇优

秀义工，连续三年荣获南海区五星级义工

等称号。

精益求精谋创新
诚信经营做企业

——佛山德玛特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史本岩

史本岩在2017年创立佛山德玛特智

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他以“为智能装备提

供中国芯”为宗旨，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研发

设计，带领公司获得蓝海人才奖励、高新技

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等

多项荣誉，并发明十余项专利产品。

史本岩擅长为中高端设备制造商提供

直驱技术解决方案和基于直驱技术的相关

产品，为五轴高端机床制造、军工产品制

造、3C半导体设备制造，提供直驱系统解决

方案和核心功能部件。并与哈尔滨工业大

学、广东工业大学等大学成立联合实验室，

联合开发。

史本岩坚持诚信、守法经营。在信用

制度方面，依法纳税及时缴税、严格执行质

量体管理，确保产品质量，并严格执行劳动

法，按时缴纳员工社会保险，保障员工权

益。事实证明建立诚信制度不仅能增强企

业内部凝聚力，还使公司处于良性发展的

状态。

瞄准“缺芯”痛点
解决“卡脖子”问题

——广东汇芯半导体有限公司冯宇翔

芯片产业作为国家的“工业粮食”、信

息时代的“基石”，是高端制造能力的综合

体现。广东汇芯半导体有限公司总经理冯

宇翔就集功率半导体芯片、器件、功率模块

设计和制造于一体，瞄准制造企业“缺芯”

的痛点。

冯宇翔擅长为工业、消费电子、汽车和机

车、能源、新能源、自动化机械和机器人等领

域提供低功耗、高性能的功率半导体产品。

人无诚信不立，家无诚信不和，业无诚

信不兴。冯宇翔对同事以诚相待，先后指

导20余名博士（后）、逾50名硕士进入功率

半导体集成化产业。

冯宇翔自2009年12月申请中国第一

篇关于功率半导体集成化的专利以来，共

撰写功率半导体集成化相关专利500余

篇，其中拥有第一作者授权发明专利100

余篇，专利连续四年获中国专利奖，同一

人、同一领域连续四年获奖，在中国半导体

史和中国专利史上绝无仅有，故被业界称

为中国功率半导体集成化专利第一人，曾

获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发“广东发明人奖”。

/诚信翘楚/

（下接C06版）

一如既往守初心
十载青春铸警魂
——丹灶派出所徐国活

徐国活，32岁，现任丹灶派出所联安社

区民警中队辅警副分队长，十年的辅警生涯，

练就了扎实的警务技能和团队作战能力。

他拥有一双“火眼金睛”，成为一名“图

侦捕手”。他曾识破男子自编自导“绑架

案”骗亲属交赎金；曾“肉眼识别”盗窃电缆

的“惯犯”，并成功将其抓获；曾在送娃上课

途中还顺手抓了个贼，成为违法犯罪的“大

克星”。

心中有梦想，脚下有力量。徐国活曾

参与各类打击行动600余次，协助抓获各

类违法犯罪嫌疑人1000多人，协助破获刑

事案件500余宗，因公负伤10余次。

徐国活工作踏实沉稳，不骄不躁，论榜

样，他是所里辅警队伍的“排头兵”。他连

续两年荣获“佛山市优秀辅警”称号，以及

佛山市“最美基层民警”、南海区分局“优秀

退役军人”、丹灶镇第四届“百名优秀职工”

“南海区个人劳动模范”和广东省“南粤十

佳辅警”称号。

筑牢“防火墙”
守护一方平安
——丹灶镇消防办张敬玲

张敬玲自2016年担任丹灶镇消防办

副主任以来，用无声的行动，默默地守护着

丹灶平安，不仅创新消防管理机制，还用实

际行动践行自己的消防使命，谱写了一曲

曲胜利的凯歌，努力推动“平安丹灶”工作

建设。

他加强全镇消防基础设施和消防装备

建设，坚持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有效提

高全镇防控火灾的能力，全力提高消防工

作人员的责任心和业务知识，不断强化企

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和管理水平。

张敬玲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生产经营

单位的消防安全工作重点不同的特性，进

行超前谋划、严密部署、落实责任，并开展

消防隐患排查及专项整治行动，在全镇各

行业中掀起共同打击消防违法行为的强劲

势头，有效推动丹灶消防工作社会化、规模

化、系统化进程。

坚守平安路
敢啃“硬骨头”

——南海分局交警大队丹灶中队李苍盛

他带领丹灶交警指挥着川流不息的车

辆和行人；他驰骋纵横交错的高速线路，穿

行于丹灶的城市街道，巡查纠正各类交通

违法行为；他奔赴处理肇事现场，如勇士般

围追堵截撕破一个个“逃逸梦”……走过冬

天的湿冷寒风，夏天的骄阳似火，身为南海

分局交警大队丹灶中队队长、二级警长的

李苍盛始终坚守着平凡的岗位……

日常工作中，他严抓队伍建设，大胆创

新交通管理，做好交通规划，大力整治交通

拥堵问题，联合各村（社区）直联团队开展

摩电专项整治行动。

他坚守平安路，敢啃“硬骨头”。加强

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升级完善重

点区域、重点路口的交通安全设施。不断

强化交通秩序管理，加大宣传力度，以整治

“八类车”为重点，错峰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针对不同交通参与者群体，点对点地开展

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实现丹灶近年来未发

生过恶性交通事件。

/防疫翘楚/

守住疫情防线
责任重于泰山

——南海区第八人民医院叶芳

疫情来袭，南海区第八人民医院院感

科科长叶芳负责预防和控制医院的感染

工作，避免疫情在医院内发生传播和扩

散，最大限度保护患者和医务人员安全的

重要使命。

2020年春节，已经好几年没休假的叶

芳回到老家与家人共度新春佳节，在了解

到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后，她立刻驱车6小时

赶回医院投入到防疫工作中。

叶芳组织医务人员线上线下不间断

持续开展疫情防控知识培训，仅半年时间

就组织专家线上防疫培训40场次。线

下，她26次组织物业后勤工作人员、护理

人员、医生集中开展个人安全防护、室间消

毒管理、手卫生规范、医疗废物处理等新冠

疫情防控知识培训，结合科室业务查房机

制，对各部门科室诊疗单元落实各项防控

措施进行实地检查，对存在问题及时曝光

督办整改。

叶芳坚持到各科室指导医护人员如

何正确穿、脱防护服与隔离服，如何正确戴

手套、口罩和护目镜等，落实感控，守住院

感防线，确保医护人员防护措施规范化。

拧紧防疫“螺丝钉”
答好防疫“常态卷”

——丹灶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黎意欢

新冠肺炎疫情来袭，丹灶镇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公共卫生科科长黎意欢立即召集科内人员

及相关科室参与到镇隔离区的设置及运转工

作，统筹人力物资，参与收住对象、体温监测、消

毒、送餐等工作，每晚在隔离点工作至深夜。

在镇隔离点工作步入常态化后，她又带领

公卫科的同事投入到居家隔离人员和社区重

点人员及企业的核酸采样检测工作。2020年

8月，接省防控指挥部要求设置境外回国人员

集中隔离点和粤港澳过境司机隔离点，黎意欢

在短时间内组织完成了场所布置、物资统筹、

人员集中培训等工作，使集中隔离点快速进入

工作常态化。

为做好个人防护，黎意欢必须“全副武装”

上阵，防护服、口罩、帽子、双层手套、护目镜、

防护鞋套、工作服，密不透风，大冬天都能闷出

一身汗水，每次脱下手套手掌皮肤都被汗水浸

白了，还闷出来湿疹，护目境戴久了头晕目眩，

夏天接近40度的天气依然穿着防护服在户外

开展采样工作。

黎意欢用真情付出全力拧紧疫情防控“螺

丝钉”，全力答好疫情防控“常态卷”，巩固来之

不易战役成果。

模范夫妻档
共站防疫岗

——丹灶镇游游鱼童装店黄俊华、黄娇

娣（家庭）

2020年初，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经营着丹灶镇游游鱼童装店的黄俊

华、黄娇娣夫妻二人充分发挥新市民

先锋模范作用，在需要挺身而出的时

刻，冲锋在前、勇挑重担。

非常时期，没有人是局外人。当

他们看到医护人员、人民警察、社区

工作人员不辞辛劳、敢于冲锋陷阵的

情形时，心中满是感动，敬畏之情油

然而生，随即报名参加丹灶社区防疫

岗站工作的志愿者。

参加防疫岗站工作80多天，黄

俊华、黄娇娣夫妇每天不持劳苦的对

防疫岗站出入的车辆以及人员进行

登记，控制人员进出，和社区干部一

起向社区居民宣传疫情的严重性和

防疫知识。

多年来，夫妻二人把丹灶镇当成

他们“第二个家乡”，投身丹灶镇的公

益事业，在丹灶生活的十几年来，多

次参加社区组织的探访老人志愿活

动、游园活动、美食评比活动、防疫志

愿工作。

夫妻退伍不褪色
当好防疫“检查员”

——联沙社区沙边股份经济合作社

廖景辉、列结珍（家庭）

联沙社区的廖景辉、列结珍夫妻

二人，虽然不是医者，也不是警察，但

他们是志愿者，也是退役军人，更是中

共党员。

自2020年1月26日起，夫妇两人

轮流在联沙大道沙边牌坊卡口执勤。

在部队里，他们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在抗疫路上，他们用自己的行动来证

明初心和使命。

疫情面前，他们是认真细致的“检

查员”，疫情监测，科学严谨，决不允许

抱有敷衍应付、交差了事的态度。在

工作中，他们负责对外来人员体温测

量、健康情况询问，并登记和办理佛山

电子通行证，需要直接接触过往人员，

这也意味有更大的感染风险。

值班工作中重复枯燥，有时遇到

车辆和外来人员聚集情况，他们都会

仔细审核，对每一位进村人员，逐个排

查后方可进入村里，绝不留有任何一

个漏动。

人口普查、经济普查、“三三整治”

工作……夫妻二人一起积极参与社区

事务，双双投身村居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