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静心科研 冲锋疫情
□本报记者 唐诗

———记全国巾帼文明岗、首都儿研所病毒研究室
奖章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张江艳

———记顺义区马坡镇村镇建设科负责人单彤

干拆违要敢碰硬还要有耐心

巡查、沟通、拆违建，是顺义
80后小伙单彤每天的工作常态。
在 “疏解整治促提升” 专项行动
中， 单彤带领顺义区马坡镇村镇
建设科奋战在拆违一线， 两个多
月时间拆除违建达 234800平方
米。他说：“干拆违工作，不仅要有
拼劲儿、敢碰硬，还要有耐心，沟
通协商工作也是一大挑战。 ”

干拆违就要敢碰硬

为了阻止拆违， 与工作人员
打游击战的， 打电话威胁人身安
全的 ， 甚至抱煤气罐上房顶的
……在工作中， 单彤见过各种各
样的人和事儿， 他坦言其实自己
也没想到有一天会干上拆违的工
作， 并且与这些特殊的当事人打
上交道。

1985年出生的单彤， 大学毕
业后回到家乡顺义区马坡镇， 来
到镇工业区工作， 后通过公务员
考试进入顺义区城管执法局。 当
时正好区里在城管执法局设立查
处违法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也让
单彤第一次接触到了拆违工作。
“我有幸成为各项拆违法规制定
的见证者， 感受到了全区打击违
法建设的坚决态度。”

2017年4月10日 ， 单彤担任
马坡镇村镇建设科负责人， 科室
负责村镇辖区的土地使用审查、
违法建设拆除等工作。 就在他任
职的第二天， 在一起强制拆除违
法建设的行动中， 他就遇到了一
个不小的挑战。

原来 ， 由于违建事主不配
合， 竟拿着油汽瓶跑到屋顶， 导
致拆除工作无法正常进行。 面对
这一突发情况， 单彤首先让自己
保持冷静， 随后不顾个人安危，

主动上前劝导当事人， 耐心安抚
对方情绪 ， 又结合当前政策规
定， 为他分析得失， 最终取得了
当事人的理解， 保证了后面拆除
工作的顺利进行。

“拆违工作比较特殊， 面对
的人形形色色， 有的当事人还会
有一些过激行为， 需要我们正确
处理， 严控安全事故的发生， 同
时在面对强硬势力时也要坚定、
果敢 。 不仅要保障当事人的安
全 ， 也不能让自己受到伤害 。”
结合从事多年拆违工作的前辈的
经验， 单彤在实际工作中还敢拆
违、 敢碰硬。

在一次巡查工作中， 一处大

棚房被核实为违建。 按照流程，
工作人员立即让其停工， 并讲解
相关政策 ， 令其自行拆除 。 之
后， 事主却跟工作人员打起了游
击战。 当工作人员来的时候， 他
们就停工， 只要一走， 就立刻复
工。 面对上门的工作人员主动约
谈，他们也并不配合，最后村镇建
设科依法对其下达了强制拆除的
通知。 没想到，就在拆除之前，单
彤接到了一个威胁电话。原来，当
事人为了阻止此次拆除， 甚至还
扬言威胁单彤家人的安全。对此，
不为所动的单彤， 依然按规定时
限对该处违建进行依法拆除。 在
拆除之后， 单彤仍接到过几次威

胁电话。当事人还屡次上访，单彤
跑断腿磨破嘴耐心劝说， 威胁电
话再也没响起过。

面对威胁恐吓， 单彤和村镇
建设科的同事们从没有惧怕、 畏
缩， 而是严格按照政策， 依法严
控违法建设。

拆违是场 “攻心战”

这两个月， 单彤说的话比过
去两年都多。

在违建现场， 在事主家里，
单彤的身影来来去去， 他一遍又
一遍地跟事主讲拆违的法规， 几
个小时的细致讲解， 做通事主的
工作。 从事主的不理解、 抵抗，
到支持、 配合， 这个过程， 单彤
称之为 “攻心战”。

6月初， 一处永久基本农田
上的自建房被执法人员发现。 单
彤找到事主， 告知他们房子属于
违法建设并责令其进行拆除， 在
得到事主同意后， 单彤约定第二
天带人过去施工。 可第二天， 这
个村民并没有履行约定配合拆
除， 而是把房门锁上不让执法人
员进去， 甚至找来了七八个亲戚
朋友堵住门， 态度非常坚决———
就是不让拆。

见此情况， 单彤只好先让执
法人员回去， 自己一个人进去与
事主沟通。 面对事主家里人的质
问和冷言冷语， 他依然保持耐心
和谦和， 并站在对方角度为他分
析利弊， 打开事主心结。 几个小
时下来 ， 事主终于同意再来拆
除。 可等到第三天， 拆除的工作
人员上门， 又吃了闭门羹。 匆匆
赶来的单彤又与事主仔细沟通，
在保证不损坏东西并且找到村里
临时借来库房为其搁置东西后，

拆除的工作才终于开始。 当天单
彤一直在现场待到夜里11点多，
才忙活完工作。

两月拆违23万平方米

单彤说， 这样的案例不少，
很 多 老 百 姓 对 违 建 法 规 不 知
情 ， 因此不配合 。 只有跟他们
讲清楚怎么回事， 确保他们利益
不受损失， 大部分就能得到他们
的支持。 “我的父母也是农民 ，
我能够理解他们的想法， 所以只
要 能 站 在 他 们 角 度 去 考 虑 问
题 ， 用心去做好说服工作 ， 就
能事半功倍， 保障拆违工作的顺
利完成。”

每一天都有新的挑战和新的
故事， 单彤直言， 如今的工作虽
然很累 ， 但是也很充实 。 据统
计， 两个多月的时间， 他和同事
共拆除违建达234800平方米。 可
是出色的工作成绩背后， 却是单
彤的高度付出。 春节之后， 他几
乎没有休息过， 每天至少有9个
小时在不间断地执法， 工作时间
最长时甚至可达16个小时。 “科
室拆违工作的顺利开展， 同时也
离不开镇党委、 政府的政策支持
和指导以及兄弟科室及同事的帮
助。” 单彤说。

“我的爱人很支持我的工
作， 这也是我能够投入工作的坚
强后盾。” 尽管是铁血男儿， 在
说到家人时， 他却充满愧疚， 尤
其是家里孩子小， 他都没有时间
去照顾， 只能默默地难受。 作为
一名有着7年党龄的党员， 单彤
舍小家顾大家 ， 靠着耐心的沟
通， 得到了拆违对象的主动理解
和配合， 成为马坡镇疏解整治促
提升行动中的推动者、 实践者。

每个托盘48个接种病毒标本
的试管， 3至4盘近200份， 技术
人员在显微镜下观察并记录着细
胞变化， 40分钟左右就能完成，
这就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病毒研究
室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之一。

实验室里， 化学器皿、 高倍
显微镜等在操作台上依次排开，
穿着白衣的工作人员低头忙碌，
大大小小的仪器嗡嗡作响， 一切
看起来普通无奇。 就是这支共14
位成员， 其中13位是女性的儿童
感染性疾病病毒学研究领域的领
跑团队， 在今年获得了全国巾帼
文明岗。

团队协作筛查流感疫情
病毒研究室共14位成员 ，年

龄最大的已经66岁， 最年轻的不
到30岁。遇到疑难病例，不同组的
成员们互相配合做不同的病毒研
究，这已形成默契、流畅的习惯。

2009年5月 ， 一名由美国回
四川探亲的中国留学生被确诊为
中国首例H1N1流感病毒。 由于
病毒研究室学科带头人钱渊研究

员的高度警觉， 病毒研究室迅速
查找文献及相关报道， 及时建立
了H1N1病毒检测方案。

在第一时间， 这支训练有素
的队伍安排了标本采集、 快速诊
断和病毒分离等工作 。 在高峰
期， 多数就诊的患儿都要进行甲
型流感病毒的筛查。 筛查中任何
一份病例， 一旦处理不当， 都可

以能对患儿及家人造成伤害。
日常科研工作仍要照常进

行， 而筛查甲型流感的标本每天
约150份， 标本送到后30分钟就
要出结果。 病毒室成员们轮流值
守， 不知多少个夜晚、 周末、 双
休日， 甚至中秋节、 国庆节， 成
员们都在实验室里度过。

技术员邓洁、 王芳考虑到有

的同事家里孩子小， 就把值班的
事儿揽过来。 而年轻的妈妈们也
没有退缩， 一心扑在工作中。 平
日里不温不火的科研女性们， 面
对疫情主动请缨。

命名新发病毒沿用至今
作为全国儿科系统唯一的将

经典病毒学和分子病毒学相结合
的实验室， 儿研所病毒研究室的
主要工作分为科研工作、 公共卫
生工作、 临床工作三大部分。

赵林清主任介绍， 流感病毒
抗原快速检测算是最简单的临床
检测项目， 而常见呼吸道病毒免
疫荧光检测则是较为复杂的， 基
本需要4个队员操作4个小时才会
出具报告， “我们的工作基本上
是纯手工的， 所以每天的工作量
比较大。”

2003年， 钱渊追踪到国外报
道了一种新的儿童感染的病毒，
这种病毒可引起儿童死亡。 工作
人员迅速建立方法， 在国内首先
发现并将其命名为 “人偏肺病
毒”。 时至今日， 从儿研所病毒

研究室走出的 “人偏肺病毒” 这
一译名 ， 得到了国内同行的认
可， 沿用至今。

说到病毒研究室承担的公共
卫生工作， 就包含常年对感染儿
童的流感病毒进行监测等工作，
“我们每周会做20份的流感病毒
鉴定， 进行流感病毒分离， 结果
上报到国家流感中心和北京市疾
控中心。 这也是我们的一项常规
工作。” 赵林清主任表示， 这就
为相关公共卫生部门的卫生决策
提供了依据。

近年来， 病毒研究室获得了
全国巾帼文明岗、 北京市三八红
旗集体等荣誉。 儿研所病毒研究
室每年都会举行一次学习班， 今
年已是第8次。 “每年全国都有
200多人来参加， 我们会无保留
地推广新技术、 新成果。” 赵林
清主任表示。

“虽然团队女性居多 ， 但关
键时刻大家都能保持应急状态，
能冲上来。 我的老师曾对我说 ，
做科研就要甘于清贫， 要静下心
来。” 赵林清主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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