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秀芬：你们现在看到的源北社区，与上世
纪相比，简直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环境很
差，现在干净整洁，老百姓生活得很乐和。

李小倩：虽然冬天的鞍山越来越冷，但社区
活动室里面却总是暖意融融。

张秀芬：是呀。不过，上世纪 90 年代末，情
况可不是现在的样子。当时正是向市场经济体
制转轨的时期，企业停产情况增多，源北社区出
现很多不稳定因素。

李小倩：我家以前就住在源北社区附近，爸
爸妈妈说，那时源北社区居民有鞍钢和三冶的职
工，但更多的居民是区属和街道所属企业的职工。

张秀芬：当时，夫妻间吵架的情况非常多。
尤其是夏天开窗户开门的时候，两口子打架特别

影响居民休息。当时，我领着居委会工作人员挨
家挨户劝，但还是有不少夫妻因为矛盾无法调和
而离婚。在走访时我们发现，一些夫妻原本在一
家企业上班，收入稳定，家庭生活很幸福。但是，
随着夫妻两人双双重新进入社会，日常开支困
难，甚至在孩子开运动会时买不起一双白球鞋。
妻子因为这个原因跟丈夫离婚，家庭破裂了。

李小倩：既然知道“病因”，那咱们社区是如
何对症下药呢？

张秀芬：当时我们居委会的几名负责同志很
着急，所以决定把工作重心放在安排职工再就业
上。我们逐家摸排走访，发现很多重新走向社会
的职工都有一技之长，比如说有的会修鞋，有的
会炸油条，有的会修理家电……所以就在居委会
管辖范围内建立了一个大市场。

源北居委会现在的名字叫做源北社区，位于鞍山市立山区立山街道办事处辖区内。1970年张秀芬与丈夫来到鞍山后，进入立
山街道办事处工作，后来因为工作出色成为源北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兼主任。

病榻上的张秀芬（左）讲述自己带领老百
姓再就业的往事。

ZHEYINIAN
这一年

3 月 7 日，国务院批准葫芦岛港对外开
放，开展外贸运输业务。设立海关、边检、
港监和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使之成为国家
一类口岸。2000 年 10 月 2 日，葫芦岛港对
外开放，3 个万吨级泊位、1 个 5000 吨级泊
位启动。

3 月 11 日，全省最大的林业生态工程在
桓仁满族自治县启动。该工程总投资 7 亿
元，计划在 3 年植树造林 30 万亩，完成 12 万
亩低产林改造任务，封山育林 130 万亩，完
成透光抚育林 8 万亩，建太阳能房 3 万平方
米，节约木材 50 万立方米，发展红松果材兼
用林和榛子林为主的经济林 10 万亩。2003
年 11 月，桓仁被确定为全国林业综合开发
标准化示范县。

7 月 1 日，沈阳市行政审批办事大厅启
用。这是沈阳市“应对世界挑战，创造发展
环境”的十五项重要工作之一，在全国尚属
首例。

9 月 1 日，大连港开港 100 周年纪念日。
大连港始建于 1899 年，新中国成立后，从
1951 年到 1998 年，港口货物吞吐量由 272万
吨增长到 7515万吨，增长 27倍；旅客吞吐量
635万人次，是全国最大的海上客运港；资产
规模达 91.2亿元；集装箱、成品油、散粮泊位
70余个；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
口建立经贸航运往来关系，成为东北地区最
重要的对外开放窗口。

12 月，第一届汽博会在沈阳举办，接待
观众 10 万人次，成交车辆 2240 辆，成交额 4
亿元。至 2008 年 7 月，沈阳相继举办了 7 届
汽博会，将其发展成全国第三大车展，成为
国 家 商 务 部 唯 一 指 定 的“ 中 国 北 方 汽 车
展”。

她曾经带领上万人实现再就业

再就业
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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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倩
1999年出生，今年年初从辽阳毕业后回到鞍山创业，现为鞍

山万熹置业有限公司的销售员。

张秀芬
鞍山市源北居委会原党支部书记兼主任，辽宁省再就

业先进个人，老百姓亲切地称她为再就业“红娘”。

多年来，很多人通过再就业重新上岗。

对话时间 2018年11月22日 对话地点 鞍山市立山区源北老年服务中心

李小倩：我觉得这样做的好处有很多，既能
解决职工再就业的问题，也能为居民提供更加
便捷的服务。

张秀芬：当时，我们自己动手捡砖头，靠双
手垒起委办商业网点群。在里面，有商店、理发
店、家电维修点，30 多名职工重新走上工作岗
位，当年就为委办企业带来了3万多元的利润。

李小倩：来看望您之前，我在社区里听不少
大爷大妈说，就连现在看到的不少幼儿园都是
您当初办的。

张秀芬：那时咱们有很多双职工家庭，子女
入园就学是非常突出的问题。我想，如果能开
办幼儿园和学前班的话，不但能够解决双职工

家庭的后顾之忧，也能解决女性职工的再就业
问题。

说干就干，我们不但办起幼儿园和学前班，
还陆续办起了副食品加工店和修鞋店，由此形
成了非常完备的社区服务体系，还提供了不少
就业岗位。

李小倩：听您讲了不少故事，我也想给您讲
个我听到的故事。

那年，源北社区实施“巾帼社区服务工程”，
作为老党员的您始终不忘把党的温暖送到每一
名再就业职工的心坎里。董秀艳原本是鞍山钢
铁运输公司的运输女工，离开公司后，她想通过
学习修鞋来自主创业，但因为她是女性，没有师

傅愿意教她。
是您三番五次跑到修鞋师傅家做工作，不

知跑了多少路，也不知费了多少口舌。后来修
鞋师傅知道您与董秀艳非亲非故，终于被您的
爱心和诚信打动，收下了董秀艳为徒。

张秀芬：现在的董秀艳已经成为“修鞋一条
街”的带头人，而且还被评选为鞍山市再就业明
星人物。

李小倩：这些年来，您获得了很多荣誉。
张秀芬：我总觉得我得对得起组织给我的

荣誉，所以我必须想法设方完成组织交给我的
任务。在那个阶段，最大的任务就是让职工重
新就业。

在带领居民重新就业的初期，遇到的困难远比想象中的要复杂很多，为此张秀芬带领大伙儿没日没夜地干。不久，就
解决了30多名职工的再就业问题。

张秀芬：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老百姓对
生活环境也有了更高的要求，过去的委办市场
已经不能适应社会需求了。

我们居委会给立山区政府打了报告，提出
想办保洁服务公司的想法，很快得到市里的支
持，还帮忙配置 40多万元的先进设备。女工们
进入鞍山市中心医院负责清洁环境卫生，一下
子解决了140名职工的再就业问题。

李小倩：我觉得再就业最大难度在于学习
技能。

张秀芬：是的。我们发现很多人员欠缺就
业技能，尤其是不能随着社会的发展适应时代

的节奏。
为此，我们专门聘请能人对他们进行培

训，后来，有的人成为厨师，有的人成为理发
师，都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李小倩：听说你还办了鞍山首家委办职业
介绍所，专门配备电话和计算机与全市各职业
介绍所联网，每天将最新的就业信息提供给社
会，进而扩大就业领域。

张秀芬：嗯。1999 年，我们又相继成立了
源北第二、第三职业介绍所，当年培训和安置
人员数量分别达到5200人次和6800人次。

李小倩：现在咱们所在的社区服务大楼，

听说也是您在1999年时建立的。
张秀芬：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社区内

老年人口逐年增多，所以我们就在考虑如何
让老人老有所乐。

为此，社区在上级机关的全力支持下，建
立起 1300 平方米的社区服务大楼。大楼里
不但有老年公寓、社区医疗服务中心和理发
店等设置，而且还有老年人活动中心和再就
业服务中心等，在极大地丰富社区居民日常
生活的同时让居民安居乐业。

李小倩：正是在那一年，您成为辽宁省再
就业先进工作者，这样的荣誉，您当之无愧。

为让重新进入社会的职工再次走上工作岗位，张秀芬制定了“一年打基础、两年上台阶、三年上档次、四年上项目、五年上效益”
的发展规划。源北社区不但开办被服加工厂和保洁公司，还开设职业介绍所和职工再就业培训基地，让上万名职工实现了再就业。

一说到鞍山，我们会很自然地想到共和国钢
铁工业的长子——鞍钢，当然，还有孟泰、雷锋、郭
明义等一个个人们耳熟能详的英雄模范。

今天，我的采访对象，同样是一名基层工作
者——源北社区原党支部书记兼主任张秀芬。
在我国劳动就业制度改革不断深化的年代，张秀
芬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成绩，并因
此被誉为“小巷总理”。

今年已经 70 岁的张秀芬，1965 年在盖县（现
盖州市）北海渔队参加工作，1970 年随转业的丈
夫来到鞍山市并进入立山街道工作。

采访当天的地点是源北社区老年服务中心，
不久前，张秀芬因为低血糖昏迷而造成膝盖粉碎
性骨折，因为家中老伴儿腰突无法照顾，只能住在
当年她建的大楼里。张秀芬向记者坦言，这是她
今年第二次摔倒，上次摔倒造成她的右臂骨折，原
因则是折磨她多年的糖尿病。

张秀芬为再就业工作奔波忙碌，却无暇照顾
家中的两个儿子：她的大儿子，因为突发脑出血而
患上癫痫，几乎月月发作且生活不能自理；她的小
儿子，30岁时患上糖尿病综合征，在2000年4月8
日当晚病故。她的老伴儿，多年前也患上糖尿病
和腰间盘突出，已经进入古稀之年却还要照顾大
儿子。

张秀芬至今还记得小儿子“走”的那晚，邻居
们带着妻子和孩子到医院去探望，跪下向张秀芬
说，他们都是张秀芬的儿子，也正是人间的真情让
张秀芬挺过那最难熬的一夜。

如今，张秀芬不但受困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
她还罹患严重的心脑血管类疾病并时刻威胁着生
命，尤其是因为膝盖部位的骨折让她的行动十分
不便。张秀芬不止一次说，如果要是能走动的
话，她想继续为全市职工再就业出力……如果生
命能够重来，她还会选择奔波在再就业工作的道
路上。

在临近结束采访的最后时刻，记者嘱咐躺在
床上的张秀芬注意身体，尤其要小心糖尿病造成
的低血糖，要在兜里备块糖。张秀芬的回答干脆
又响亮，她愿为社区事业奋斗终生，还相约记者在
纪念改革开放50年时再见面！随后，张秀芬打开
小儿子当年买给她的随身听，播放起那首她最爱
听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十年后再见

手记
SHOUJI

1999年 3月 1日，辽宁省政府召开电视电话会议，
表彰全省再就业先进单位和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