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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6月 24日晚上 8
点，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打破
了马銮湾岸的沉静。新阳街道办
事处主任罗丽萍赶紧按下接听
键，只听见对方沙哑地说了一
句：
“主任，
志强走了！”罗丽萍
心里一惊，随后泣不成声。“这
是我哭得最伤心的一次，
来新阳
工作两年，
我最要感谢的是林志
强，
他给了我非常多的支持和帮
助。”
林志强离世的消息很快传
开了，同志们心黯神伤，他们的
朋友圈，多了一支支燃烧的蜡
烛。
7月 17日上午，林志强同
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新阳街道
办事处五楼会议室召开，会上
追授林志强同志为 “海沧区优
秀共产党员”。同时，
他的同事、
亲人，一共 4位同志先后用平
实的语言、生动的事例、真挚的
情感，讲述了新时代基层最美
奋斗者林志强
的感人事迹。他
参加工作 近 30
年来永不停息
执着追求、孜孜
不倦奉献担当
的一幕幕，在人
们脑海中展现
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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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唯 有 见证 过新 阳 主排 洪渠 的 蜕
变，才能读懂林志强追逐水清岸
绿的一片痴心。
新阳主排洪渠位于海沧区中
北部，全长 4.
3公里，周边工业企
业 1500多 家 、产 业 工 人 近 20
万。随着区域内企业、人口剧增，
污水排放量显著增加，水质恶化，
严重影响居民生活及城市环境。
2015年 4月，厦门入围国家
第一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海沧
马銮湾片区是试点主体，新阳主
排洪渠的整治成为重中之重。为
深化推进治理，
2015年 7月，海
沧区启动了新阳主排洪渠水环境
综合治理，林志强在第一线挑起
大梁。这是辖区环境治理中最难
啃的硬骨头，也是他参加工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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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面临的最大挑战。“把主排洪
渠治理好、维护好，就是对新阳百
姓的一个交代！”他毅然迎难而
上。
一年多的时间，林志强多次
与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协调，经常
利用午休时间研究政策、修改方
案，磨破了嘴、跑断了腿。他为生
态治理事业忙前忙后的身影，群
众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他态度
好，讲话实在，我愿意支持。”起
初反对声音最大的村民邱武元，
之后非常支持林志强的工作。
整治工作开展三年多来，林
志强节假日基本无休，全身心投
入到综合整治工作中。一有时间，
他就到沿线了解情况、检查问题。
经他之手，
32个截污口的规划建
设、
26万方的淤泥清理、
30公里

的流域管线疏浚一一落实，促成
了“一沟黑水向东流”到“水清
岸绿鱼儿游”的华丽转变。
此外，农村“厕所革命”、村
居雨污分流、新 调蓄池建设、马
銮湾 带状 公 园及 周边 绿 化 等 项
目，
也在他的手中落地生成。“三
年负责 132个工程建设项目，普
通人想都不敢想！”这是同事对
他的评价。
如今的新阳主排洪渠旧貌换
新颜。碧波荡漾，绿树依依，来此
晨跑、
散步、锻炼身体的居民络绎
不绝，群众对整治效果的满意度
高达 98%。这条曾经被称作“黑
臭江”的排洪渠，经过治理，变成
了“靓丽渠”，成为海沧跻身第一
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最生
动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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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2003年，
林志强调任原海沧镇经
济服务中心副主任，也是在这时
他成了霞阳的包村干部。17年
来，他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
在心上，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
千家万户。
“农村要致富，集体经济要
先发展起来。”出身农村的他深
谙这个道理，但当时的霞阳集体
经济一片空白，村干部的参与热
情也不高。
为了让村干部乃至村民支持
和参与，
林志强用“我来”两个字
立下军令状。白天跑部门、过审
批、要资金，晚上学文件钻研政
策，
从立项到设计再到招标，
亲力
亲为、
全程跟进。2004年，
霞阳首
个集体经济项目霞光公寓开工建
设，
2006年投入使用，为村里带
来每年 200余万元的收益。“有
了好的开头，工作也好做了”，霞
阳商贸综合楼、阳云外口公寓等
项目相继拔地而起，去年霞阳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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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经济收入达 1100万元，除了
年终分红，
还有全民医保，村民都
乐开了花。
新阳街道地处新阳工业区，
新 、
霞阳、
祥露等城中村作为许
多外来人员来到海 沧的 第一 家
园，
村居建设高度密集、
空间布局
不合理，
问题矛盾十分突出。新
中路就是一个最典型的缩影，占
道经营、随意摆摊、违章停车、人
车难进成了新 村民的心病。
林志强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他主动上门与新 村委会主任陈
明锋商议，提出新 中路提升整
治“分步走”规划，从方案拟定、
项目申报、
论证修改、
现场施工等
进行全方位服务。村民不愿配合
他来协调，商贩不愿搬离他来劝
导，分流菜农商贩、线路缆化下
地、
道路拓宽硬化、
自来水管网改
造等全程参与，
村道范围、摊位点
位统一规划，他的辛勤努力带来
的是经营行为规范有序、村容村
貌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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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海沧镇到新阳街道，从
乡镇企业管理站到经济 服 务中
心，再到网格化综合服务管理中
心，从单一做企业服务到全盘抓
建设、
统计、
经管、
商会等，林志强
的工作只加不减，
但毫无怨言，始
终坚持抓铁有痕、
久久为功。
“志强不是在办公室赶 材
料，
就是去现场办公。”这位工作
狂人，经常是忙到最后一个进食
堂，有时候干脆让人帮忙买一份
面线糊凑合。晚上加班是林志强
的常态，
也因此常错过饭点。往往
回到家里，
他吃一碗稀饭，就躺在
沙发上睡着了。新冠疫情发生以
来，林志强作为霞阳社区的包村
干部，经常深入霞阳落实社区防
疫工作。当时，
同事们都会在周末
轮休一天，林志强却说：
“不用排
我，
如果需要休息我会说。”事实
上，整个防疫期间，他从未轮休
过。在同事们的印象中，
谁也不记
得他什么时候公休过。
早在多年前，林志强就因肝
病接受过治疗，
身体稍稍恢复，又
投入“战斗”，
一忙起来连定期复
查也没去。今年初，
林志强的身体
又出现不适，但是，邱埭污水处
理、
新 自来水改造、
正顺公寓建
设……这么多项目在手头，林志
强放不下，强忍着不适坚持每天
上班。

肠胃炎发作了他不说；开会
汇报时头晕目眩，他咬咬牙忍下
来；
胃不舒服，
他就从家里带点紫
菜汤，扒拉两口继续工作……直
到6月5日早晨，他出现了脸色苍
白、便血症状，在家人的催促下，
他才请假到医院检查，但此时已
经是肝癌晚期。
住院期间，
尽管躺在病床上，
他仍惦记着工作。只要一有时间，
他就拿起手机了解工作进展、回
复工作消息。新阳街道党工委书
记张骏和同事们到医院看望他，
刚刚做完几项检查 的他 还很 虚
弱，
没聊几句，
又讲起了工作。张
骏说：
“看他躺在病床上坚持工
作，
我再次被深深感动了，新阳有
这么用心的基层干部，是我们的
福气，我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安
慰他，
但从医院出来后，眼泪就止
不住了。”
“爷爷和父亲都是共产党
员，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
急。”林志强的儿子林嘉辉说。爱
岗如命的林志强义无反顾投身海
沧建设，诠释了共产党员“甘于
奉献、干字当头”的铮铮铁骨，迸
发出了共产党员 “勇于担当、善
于作为”的榜样力量。他用一生
在平凡的岗位书写出了不平凡的
人生，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合
格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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