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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鹰报·新湖南社区频道
见习记者 毛玉婷

在长沙市雨花区高桥街道鑫华社
区华雅小区， 你会看到这样一幅令人
诧异的画面： 这个有着 617 户居民、
30 多家企业 、 超 2000 人口的聚集
点， 尽管垃圾分类投放点无人值守，
但每位居民都能将自家的垃圾正确分
类， 并一一破袋投放。 这一惊人成果
源于小区灵魂人物———华雅小区党支
部书记许托生。

“遇到困难不要怕， 没有什么是
做不到的。” 今年 62 岁的许托生， 参
与小区居民自治已有近 5 年， 这位有
激情有智慧的 “铁血” 退休教师， 为
小区建设默默做出贡献。

闲不住的“老支书”

许托生出生于 1958 年， 28 岁加
入中国共产党 ， 是一名资深的老党
员。 年轻时的许托生走南闯北， 从进
入外贸公司到创办英语学校， 再到后
来当大学英语老师， 人生经历丰富，
教书育人多年， 热心公益， 也一直担
任党支部书记 。 2015 年 ， 退休后的
许托生带着家人搬来华雅小区居住。
“以前太忙了， 工作忙， 任支部书记
也忙， 那时候妻子身体不好， 我想清
闲下来多陪陪她。” 卸下一身重担的
许托生， 认真过上了退休生活。

时间一长 ， 许托生发现 ， 隔壁
70 多岁的陈爹一入冬便拿着音响在
小区巡逻， “天干物燥， 防火防盗”，
每晚如此， 从不间断。 整个冬天过去
了， 小区没有出现一例盗窃事故。 许
托生开玩笑问道： “陈爹， 天天这么
做有工资吗 ？” 陈爹说 ： “那没有 ，
我们都是社区志愿者嘞！” 许托生笑
了笑， 当天就让陈爹把他领到社区办
公室报名去了。

就这样， 许托生开始以志愿者身
份参与小区居民治理。 小区要改造闲
置多年的架空层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时， 遭受部分居民阻挠。 许托生协助
社区 、 业委会 、 物业等各方力排众
议， 建立起了如今宽敞明亮的 800平
方米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从此以后，
小区的老年人有了活动场地。 许托生发
挥所长， 在养老中心开授英语班， 每
周一节课。 课是免费的， 但许托生有
一个要求， 那就是所有的学生都必须
做社区志愿者。 除了英语班， 在许托
生的影响下 ， 小区的养生班 、 舞蹈
班、 书法班等也逐步成立， 其乐融融
又充满凝聚力的小区氛围逐渐形成。

三个月创造小区垃圾分类奇迹

2017 年 12 月， 华雅小区成立党
支部， 许托生通过选举当选第一届党
支部书记。 “我们这一代人接受的是
革命式教育， 我从小就崇拜英雄， 崇
拜先烈。” 二万五千里的红军长征是
许托生的信仰 ， 也铸成了他不惧艰

难、 热血到底的性格 。 2020 年 3 月
底， 刚带领小区党员、 志愿者结束近
两个月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的

许托生， 又接到一项来自鑫华社区的

新任务， 落实小区垃圾分类。
《长沙市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在

10 月 1 日才正式实施 ， 而华雅小区
的垃圾分类在 4 月 1 日就开始了。 经
过多方协商， 小区决定以长沙市最高
标准来执行。 不仅要求居民做好其他
垃圾、 厨余垃圾、 有害垃圾、 可回收
垃圾四分类， 还要求居民自觉破袋投
放。 从表面看， 扔垃圾不过是生活中
再平常不过的一件事， 但要以如此标
准来要求每一个人， 却是一项极其艰

难的工程。 “首先居民没有这个意识

和观念， 刚开始肯定会反感的。” 靠
着自己的号召力， 许托生迅速召集近

60 名志愿者参与进来 ， 第一步是挨

家挨户进行宣传， 并签承诺书。 第二

步是制定定时定点投放计划， 每天早
晚 6： 00-9： 00 两个时间点， 投放点

由原来的 17 个合并至 6 个。 第三步
是安排志愿者值守， 未按要求投放的
会被劝告。

许托生以身作则， 每天早上 5 时
就出门守在垃圾桶旁边。 “我们的志
愿者受了很多的误解和委屈， 但是我
不退缩， 就没有一个人退缩。” 许托
生的电脑上密密麻麻的文件全是关于
垃圾分类的， 从 4 月 1 日至今一共做
了 233 期工作简报 ， 100 期红黑榜 ，
50 期光荣榜， 每一天的情况都图文
并茂记录下来。 “刚开始就是有居民
不愿意啊， 觉得麻烦， 我们就做了红
黑榜， 哪些人没有分类的， 没有破袋
的， 我们通过监控及快递盒、 外卖包
装直接找上门去， 如果第二次再犯的
就会挂黑榜 ‘示众’。”

正是有了这样一丝不苟的铁腕手
段， 到 7 月底， 华雅小区的垃圾分类
达标率已超 99%。 居民也对这项措施
从反感到自豪， 并自觉监督和维持这
项成果。 “通过几个月的巩固， 现在
小区每天 420 公斤左右的垃圾基本上
能够完全分类， 偶尔会出现六七袋未
破袋的垃圾， 因为小区有一些民宿是
短租的， 没有办法。”

在社区工作人员眼里， 许老师是
个 “脑子特别好使” 的人， 什么困难
都能解决； 而在许托生眼里， 是社区
工作开展得好才促进了基层自治， 自
己没做什么。 采访结束， 许托生又坐
在电脑面前整理起当日的工作简报，
这位崇拜英雄的热心肠老人， 正在最
普通的岗位做着平凡英雄。

本报讯 （通讯员 欧阳浩璋） 为
了宣传环保理念、 提升志愿者环保意
识， 近日， 长沙市芙蓉区东岸街道东
屯村村委会组织在职党员和小区志愿
者、 联合东岸派出所志愿者共 15 名
志愿者在浏阳河沿岸开展 “关爱母亲
河 争当河小青” 志愿服务活动。

志愿者们在听取了活动安全注意
事项后， 按照参与团队分成了 5 个小
分队开展环保活动。 在活动中， 志愿
者们发挥不怕脏、 不怕苦、 不怕累的
精神， 仔细清理着岸边的废纸、 废塑
料袋等垃圾， 尽管汗流浃背、 满头汗
珠， 但他们的脸上却洋溢着阳光般的
笑容。 “我从小就是喝浏阳河水长大

的， 我更有责任和义务为咱们的母亲
河良性持续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 。”

在职党员解洪说道。
这群 “志愿红” 吸引了过往市民

的驻足观看， 并纷纷竖起了大拇指，
称赞活动非常有意义 ， 在志愿者们
的 带 动下 有 不 少 市 民 也 随 之 参 与
其中 。 活动结束后 ， 看到通过辛勤
劳动换来的干净清新的氛围， 大家都
特别欣慰。

本次 “关爱母亲河 争当河小
青” 活动开展得十分顺利。 此前， 志
愿者们听到活动信息后， 都非常愿意
为母亲河的优美环境出一份力。 今后
东屯村将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
更多志愿活动， 提供更多参与志愿活
动的机会， 倡导更多的志愿者加入进
来， 为建设和营造文明和谐优美环境
继续努力加油。

小区打理井井有条 垃圾分类正确投放率达 99.9%

许托生：“铁血”教师的小区治理之道

东屯村开展“关爱母亲河 争当河小青” 志愿服务活动

许托生冒雨检查垃圾分类情况。

志愿者们在浏阳河畔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