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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要实在!做事要踏实" 这是

时任前王营社区监委会主任王艳华

的座右铭"

如今的王艳华在社区里经营着

一家初具规模的水泥制品工厂"打拼

了十几年!事业越做越大!但王艳华

却始终把社会责任看得很重!把街坊

四邻的困难摆在第一位"只要哪家有

困难!王艳华都会投入十分的关心和

热心"

!"#"

年!当兵
$

年的王艳华退伍

回到家乡"部队艰苦的生活练就了王

艳华吃苦耐劳的韧劲和认准了就干

的决心"

王艳华回到家后才得知!由于父

亲的运输生意失败!一家七口连唯一

的住房也变卖抵债了"弟弟妹妹们年

纪尚小需要照顾!王艳华要快速适应

社会!找到出路!挑起家庭重担"

此后的三四年里!王艳华一门心

思倒腾起小生意" 由于资金少!他先

是在街边摆了个馄饨摊!积累了一点

钱后!又先后开过理发店#美容店"就

这样前前后后经营了几个生意!虽说

温饱解决了! 但他始终感觉差强人

意"

%""&

年!机会来了" 一家预制板

厂由于经营不善!老板急于出手" 反

复考虑后!王艳华和他的两名亲戚认

为大有可为! 于是很快筹集资金!采

取股份制的形式共同经营!接手了预

制板厂"

经过多年的坚持和奋斗!王艳华

的生意越做越大"城区的市政工程和

道路改造等项目很多用的都是他的

产品" 同时!他还向周边县市的一些

大型工程供应材料"

致富后的王艳华没有忘记街坊

四邻! 随着工厂规模的日益壮大!很

多街坊邻居和闲散劳动力都被他吸

纳进来" 如今工厂工人约
%$'

余人!

每人每月的工资都在
($''

元至
)*''

元之间" 工人们都觉得!跟着王艳华

干很放心"

社区居民刘平华和妻子没有正

式工作! 两个年幼的孩子需要抚养!

一家人度日艰难" 王艳华看在眼里!

记在心中" 每到逢年过节!他没少登

门造访!送钱送物!帮助他们渡过难

关"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和

刘平华多次沟通后!王艳华出钱为刘

平华买了一辆大篷车" 靠着四处拉

活!通过点点积累!刘平华富了起来!

他卖掉大篷车!买来一辆铲车!生意

越做越顺当"

谁家有困难需要帮助!王艳华总

是这样毫不吝啬!有求必应" 社区
('

多岁的程宝平突发疾病!并为此情绪

低落!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王艳

华得知后!几次来到他家中!给他送

钱!给他买慰问品!开导他!鼓励他"

现在!程宝平的病已经彻底治愈"

常年为街坊四邻排忧解难!王艳

华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今年他被社区

居民选举当上了社区监委会主任"

$只要大家团结一致!心往一块

想! 劲往一处使! 没有啥办不成的

事" %王艳华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帮

助社区那些贫困户尽早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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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文明社区工作人员带

着施工人员来到五交化家属院!整修

难走的出口"

$我们这个家属院是个典型的大

杂院!生活着
&'''

多人!但是共同出

口的路不好" %上周!晚报记者走进文

明社区五交化家属院!居民反映最强

烈的就是家属院的出口问题"

文明社区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后!把居民出行难一事摆到社区议事

日程!并很快有了落实"

当天上午!文明社区请来的施工

人员开始对家属院出口进行整修!如

图""

对此!家属院居民拍手叫好" 目

前!这个出口已经旧貌换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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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王营社区
,'

岁的李守兰老

人患病多年!每个月的医药费需要

%'''

多元!而她家的基本生活是靠

着老伴儿王中心捡破烂或打杂工

以及每月领的低保金维持"

昨天上午!记者和社区工作人

员来到李守兰老人的家&&&一间

破旧的砖瓦房" 十几平方米的房子

里! 李守兰老人独自坐在破椅上!

老伴儿不在家"

%%

年前!李守兰老人患上高血

压#糖尿病#冠心病!严重的病情导

致她左侧身体瘫痪" 后经治疗!身

体稍有好转"

按照医生的建议!李守兰老人

应该长期住院治疗!但由于家庭贫

困!老两口无法支付医药费"

目前!李守兰老人左侧身体浮

肿!左手五个手指弯曲变形无法伸

直!肾功能不全!距离
%

米的物体

看不清!行动全靠拐杖"

$我最怕过冬夏两季!冬天还好

点!可以多盖棉被'到了夏天!热得

让人难受" 现在床上的席子已经烂

了!可我哪有余钱去买张新的呢( %

李守兰老人哽咽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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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周口晚报社区组
!

名记者来到荷花路办事处前王营社区! 把晚报记者社区联系卡挂到了居民身边"

#联系卡挂在社区最显眼的地方!为社区居民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沟通桥梁" $荷花路办事处书记尹同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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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徐松 彭慧 王晨 张燕 张志新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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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要夸夸俺社区的新干部" %

?

月
@%

日!晚报记者来到荷花路办

事处前王营社区!

@'

多名居民拉着

记者!要夸夸社区的好干部"

从居民的你一言我一语中记

者了解到!前王营社区位于周口市

中心城区最西端!社区居民
,''

余

户
+@''

人" 负责全市市民饮水的

自来水厂
*'

年代占用了社区土

地!负责全市用电的电厂也建在了

这个社区"

然而!由于协调不畅#经济困

难#领导班子不健全#民心不齐等

多种原因! 这个社区
+'

多年来一

直没有喝到自来水" 有关专家曾对

社区水质化验后确定这里地下饮

用水不安全!但自来水还是没有流

进各家各户" 不仅如此!电厂就建

在这里!也是因为说不明道不清的

原因!社区一直没有用上路灯"

许多居民埋怨说)$都说*近水

楼台先得月+!可我们这里有水厂#

电厂!就是喝不到自来水#用不上

路灯" %

今年
+

月
"

日!荷花路办事处

狠下手腕!解散了前王营社区原干

部班子! 召集全社区居民集中选

举!从社区里选出王五俊等
?

人分

别担任社区书记#社区主任#社区

委员#社区妇委会主任#社区监委

会主任职务! 确立了新干部班子"

$你们是居民选出来的! 不能辜负

居民的期望" %荷花路办事处副书

记张勋华对新干部班子这样说"

$干吧!就先从困扰咱们几十

年的老问题下手" %新干部班子都

是前王营社区人!他们知道居民最

关心的是什么问题"

通自来水#装路灯#修下水道#

装天然气#修社区路!新干部班子

上任的$三把火%确定了这
?

个便

民项目" 紧接着!社区通过荷花路

办事处向上级逐级申请#报告!

?

个

项目很快敲定并拨付资金"

@

月
?

日!自来水入户#路灯安装#下水道

开凿#天然气入户统计同时开始"

截至目前! 这个社区已有
A$'

多户安装了自来水!路灯已经安装

@'

盏!

++''

米的下水道基本竣工!

天然气入户统计达到
@*+

户 !

"''

米尚未硬化的路面正在积极争取

开工"

$这样的干部在哪都受老百姓

欢迎!他们做的事就是俺社区最好

的故事" %

B%

岁的孙大爷捋捋胡子

点点头!十分满意地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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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人物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