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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社区里的大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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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边磊

———记东城区交道口街道交东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杨春茹

东城区交道口街道交东社区
党委书记兼居委会主任杨春茹，
今年58岁， 她默默工作在社区一
线， 被社区居民亲切地称为 “小
社区里的大管家 ”。 曾获得街 、
区 “优秀共产党员”、 “先进社
区工作者”、 “优秀社区居委会
主任”、 “北京市第十二届优秀
思想政治工作者”、 “首都社区
志愿服务工作者之星” 等荣誉。
杨春茹每日做的事情看似很小，
但事事关乎社区的和谐稳定， 关
乎百姓的生活。

“发动党员 志愿服务”
把服务群众工作做实

交东社区位于东城区交道口
街道东北部，在册党员299名。 初
建成的小区环境优美，绿树成荫。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小区环境开
始被破坏， 个别居民在房前屋后
搭建违章建筑， 在绿地中搭架圈
地种植植物， 捡拾的废品随地堆
放， 仅2011年小区就新增违建28
起。 居民对此既气愤又痛心。

杨春茹面对这些屡治屡犯的
“顽疾”， 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她
多次召开党委会、 党员会对社区
存在的问题进行会诊 ， 统一思
想， 把拆违建、 打非法作为加强
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重点工作常
抓不懈， 着手对社区环境进行综
合整治。

有些好心人提醒她： “杨春
茹你干好本职工作就行了， 那都
是一些不好惹的人。” 她却诚恳
地说： “政府投资把交东改造成
楼房区， 不能因我的失职让小区
变成贫民窟。”

她还要求党员发挥作用， 提
出 “一名党员一面旗， 党员责任
在社区”， 成立了党员志愿服务
队， 利用月末的周五时间进行彻
底清理。 第一次就把所有圈占绿
地的栅栏全部拆除干净， 清理出
各类垃圾6卡车。

为了让社区环境得到根本治
理， 她带动更多的居民参与到社
区长期建设中来。 她倡导把每月
最后一个周五作为环境卫生清洁
日， 打扫社区内背街小巷的生活
和建筑垃圾。 作为党员志愿者中

的一员， 她每次都第一个到， 挑
选最脏最累的岗位。 如今， 月末
周五志愿活动已坚持了4年多 ，
风雨无阻， 在杨春茹和党员志愿
者的带领下， 小区的整体环境有
了明显改观、 居民私搭乱建得到
控制， 居民们高兴地把这天称作
“法定星期五”。

交东大街4号楼西侧一个通
道是瓷砖面， 坑洼不平， 居民走
在上面易崴脚 ， 冬天结冰易滑
倒。 物业公司没经费， 修不了。
她努力取得街道维修资金支持，
并通过自管会协调， 将这条小路
修好。 现在居民走在上面再也不
用担心滑倒和崴脚了， 居民亲切
的称它为 “春茹小路”。 一条不
足10米的小路， 连接起党和群众
的感情， 树立起党员一心为公、
关心群众的好形象。

“彩虹调解 化解矛盾”
群众利益无小事

杨春茹常常说： “党员选我

当书记， 我就要带好党委班子，
带好党员队伍 ， 发挥好党员作
用。 群众的事就是我的事。”

2014年春， 失联的马航客机
牵动着亿万国人的心。 当得知交
东社区有一对夫妻也在飞机上 ，
杨春茹顾不上感冒高烧， 马上查
户籍 、 找电话 、 与家属取得联
系。 失去女儿的老人还是一名老
党员， 她第一时间把党组织的关
怀传递给家属。 她每日到家中看
望老人， 老人病了她去医院， 老
人去世了她去送。 杨春茹以女性
特有的情感体恤着老人失去女儿
女婿的悲伤， 感受孩子失去父母
的无助。 如今三年过去了， 她仍
然像母亲一样关心、 关注着失去
父母的孩子。

而对于交东社区 “彩虹民间
调解队 ” 的成立 ， 杨春茹说 ：
“彩虹像一座桥， 它架起矛盾双
方沟通的桥梁； 彩虹是风雨过后
的太阳， 它给我们温暖， 让我们
的生活充满色彩。”

彩虹调解队以网格支部为基

础。 她给彩虹调解队提出的要求
是 “小事不出网格， 大事不出社
区， 化解矛盾在交东”。 杨春茹
同志带领 “彩虹民间调解队” 的
队员们， 以特有的耐心和柔韧，
春风化雨入心田， 化解了许多矛
盾和突发事件。 协助解决由于家
庭教育出现问题致一名十四五岁
的少女坠楼事件； 耐心调解由于
精神分裂致持刀扎人、 长达一年
之久的赔偿纠纷； 像家人一样关
心因年久失修被护栏砸伤的居民
大哥。

对待社区这个大家庭中的每
一员， 她总是以亲人般的角色出
现。可是当自己母亲身患绝症时，
为了不耽误工作， 她白天在社区
忙，晚上到医院陪伴；爱人生病住
院， 她仍然忙碌在社区不能去照
顾；当她自己腿骨折后，她甚至请
同事到家里来讨论工作。 她常说
社区工作就是和谐工程、 暖心工
程。只有全身心的付出，群众才会
感到党组织的温暖。

2014年春天， 交东大街10号

楼底商在装修过程中拆动了部分
承重墙和剪力墙， 居民们组织起
来准备到市政府告状。 杨春茹知
道后， 一边劝导居民理性维权，
一边要求施工方立即停工， 并立
即找来建筑专家了解专业知识，
组织施工方和居民做好沟通。 她
无数次地组织相关居民召开讨论
会， 倾听大家诉求， 经常是晚上
10点多还在与居民谈话。 同时，
带领支部做好群众工作。 出于居
民对社区党委和杨春茹辛勤工作
的认可和信任， 大家听从她的理
性维权建议， 问题最终也得到了
圆满解决。

“文化惠民 公众参与”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建设和谐社区， 提升居民文
明素质， 是社区党建工作的重要
内容。 2014年杨春茹提出 “文化
惠民 ” 的工作理念 ， 成立交东
“和之韵” 艺术团。 合唱队、 书
画班、 健走队等 13支团队让居
民 有 了 归 属 感 ， 满 足 了 个 性
化需求 。

同时， 党委号召所有团队的
居民做到弘扬社会正气， 积极参
与社区建设 。 倡导党员发挥作
用， 带头做到 “家庭无纠纷， 门
前无杂物 ， 邻里和睦 ， 志愿服
务”， 实现了人人有组织， 个个
有事干， 天天有活动， 月月有精
彩。 她还依托 “和之韵” 艺术团
排演了大型情景剧 《北京蓝 》，
让居民编自己的故事、 讲自己的
生活， 享受和谐文化的魅力， 体
会核心价值观的内涵， 营造出社
区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

2016年杨春茹提出了党委引
领， 共驻共建， 资源共享， 文化
惠民， 公众参与的工作目标。 她
深入群众之中， 了解居民的所思
所想； 发挥大党委制作用， 走访
辖区单位， 整合社区资源， “六
联共建 ” 促进单位居民共驻共
赢， 协调东城区会议中心党委为
交东社区居民每月免费放映一场
电影， 做实社区文化建设； 联系
22中党委为社区群众提供健身场
所； 同时东城文化馆成了为居民
展现自我的大舞台。

北京路桥瑞通养护中心十六处经营部部长董新民：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文/摄

“险情就是命令”
7月7日夜， 暴风雨来袭， 延

庆区多条道路树木倒伏。 为确保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确保道路安
全畅通， 延庆公路分局立即启动
预案， 及时组织90名抢险队员冒
雨投入到抢险行动中。

“延康路王家堡村附近6棵路
树刮倒， 造成断路……”“喂，董
工 ， 百康路5公里附近倒了3棵
树。 ”“康张路发现4株倒树，请尽
快安排人员清理。 ”……当夜20点
左右， 一声声急促的报险信息从
延康路、康张路、百康路等多条线
路频频传到董新民的手机上。

董新民是延庆公路分局所属

单位北京路桥瑞通养护中心有限
公司十六处经营部部长， 已在应
急抢险岗位上奋战了20余年。 他
接到报险电话后立刻组织40名抢
险人员、 调动机械设备， 第一时
间赶赴各抢险现场。

20点50分， 董新民亲自带队
赶到风倒树最严重的延康路。 延
康路是延庆城区通往康庄镇诸多
小区和村庄的重要通道， 日交通
量在1.5万辆 。 一旦道路中断将
会造成拥堵， 严重影响通行。

到达现场后， 他发现情况远
比预想的严重， 6棵直径40厘米
的大树倒伏在路上， 不仅中断了

交通， 还将一辆车夹在中间。 董
新民连忙就近调配挖掘机， 将横
在马路上的风倒树移到路边， 21
点40分， 被困车辆、 人员获救，
道路恢复畅通。

这一夜， 董新民驱车奔忙在
延庆区各条道路上。 22点20分，
康草路上， 董新民清理直径50厘
米的风倒树， 汗水、 雨水打湿了
衣裤； 23点10分， 京银路风倒树
紧邻电线， 他身先士卒， 冲在所
有抢险队员的最前面……半夜12
点多， 险情终于稳定。 董新民安
排抢险队员们回单位休整， 他一
个人又将受灾严重的路线全部巡

视了一遍。
8日凌晨1点30分， 顾不上换

身干爽的衣服， 董新民开始检查
设备， 给车加油， “险情就是命
令， 设备要随时保持最好状态，
以便应对随时要打的硬仗。”

截至7月8日11点， 延庆公路
分局共出动抢险人员90人， 机械
车辆35辆，油锯20台，紧急清理延
康路、康草路、延下路等54棵风倒
树，保障了延庆道路的安全畅通。

正是有许多像董新民一样的
人，奋战在应急抢险的一线，与险
情赛跑，才及时发现、消除了公路
安全隐患，确保抢险通道畅通。

杨春茹 （二排左三） 和志愿者们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