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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首都机场安保公司围界检查科班组长陈中伟
□通讯员 赵振龙

把安全隐患拦在安检通道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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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西城区广内街道西便门东里社区党委书记潘瑞凤
用心用力用情服务社区居民17年
□本报记者 盛丽

“其实我走上社区这个工作
岗位最初是缘于我的母亲。 我父
亲2000年去世了， 我就想找一个
就近的工作， 这样能够多陪陪母
亲。” 西城区广内街道西便门东
里社区党委书记潘瑞凤说。 出于
一份孝心， 潘瑞凤成了一名社区
工作者， 而这一干就是17年。

修补坑洼道路
解决老人出行难题

改造道路、 修建坡道、 更换
信报箱、 实现社区一站式服务、
解决老人出行难就餐难、 打造数
字化科普社区……在社区工作的
17年中， 潘瑞凤为居民办了不少
实事， 她也由此获得了 “小巷管
家” 的美誉。 她认为工作中只有
一条秘诀， 就是把居民当成自己
的亲人、 家人。

西便门东里社区始建于上世
纪80年代初期， 社区的道路很多
都坑洼不平， 特别是雨雪天， 老
年人 、 残疾人出行十分困难 。
“2009年， 我们决心努力解决这
个问题。” 潘瑞凤说。

潘瑞首先从物业入手， 但物
业公司是房管办改制， 没有多余
资金用于道路修缮。 于是又她向
办事处上报， 经过不断努力、 层
层审核， 最后获得政府拨款， 最
终小区道路全部得到重新铺设。

反复多方沟通
楼门口修建残疾坡道

潘瑞凤不仅将老人的出行难
题看在眼里， 为了能让残疾人出

入楼门更加便捷， 在楼门口修建
残疾人坡道的工作中她也没少下
功夫。 每次看到老年人残疾人出
行困难， 她说再困难也得解决。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利用社
会资源。” 当潘瑞凤了解到其中
一栋楼是某单位的职工宿舍楼，
于是就主动上门、 反复协调， 经
过真诚的沟通和耐心的解释， 最
终相关单位拿出了修建坡道的资
金。 可另外4栋楼的坡道怎么建
起来？ 经过思考， 潘瑞凤找到办
事处、 残联， 和相关主管领导进
行反复沟通， 很快专业机构来到

小区进行勘察， 经过认定后给予
了解决。 这时， 潘瑞凤也松了一
口气。

但小区中还有两栋大板楼的
坡道建设也存在着难题， 比如因
为楼门之间的通道很窄， 无法满
足建坡道的空间， 可居民想改善
的意愿特别强烈。 潘瑞凤一时间
有些束手无策， 但正在为难之时
她却突然想到了一位搞建筑的专
家， 便请他过来到社区实地调研
攻克难题。 最终， 该专家根据小
区的楼门特点 ， 设计了简易坡
道， 终于解决了坡道建设问题。

提升工作质量
居民乐享全方位服务

社区基础设施改善的同时 ，
潘瑞凤带领工作人员在提升社区
服务质量、 创新社区等工作上下
功夫 。 在大家的努力下 ， 2012
年， 社区还摘得全国科普示范社
区的桂冠。 “社区的硬件和软件
得到综合提升。” 潘瑞凤说。

“提升服务质量的一站式服
务， 也就是 ‘一门式’ 服务， 是
其中最受居民欢迎的。” 潘瑞凤
介绍， “比如， 居民有到居委会
办 理 的 事 项 ， 同 时 也 有 到 服
务 站 办 事 的 事 项 。 有 了 这 个
‘一门式’ 服务， 居民现在只要
走进一个门、 通过一个人就能解
决 所 有 的 问 题 。 即 便 居 民 找
到 的 这位工作人员不能全程解
答、 解决相关问题， 他也会将居
民介绍给下一位同事， 继续帮助
解决。”

不仅如此， 社区在电子商务
建设和虚拟养老服务建设上也做
了很多工作。 潘瑞凤还利用街道
资源， 提出15分钟便民服务圈，
围绕社区居民的衣食住行医进行
全方位服务， 还通过和民生银行
合作优惠卡， 让居民消费的同时
可以享受打折。

由于社区以 “科普型” 居民
为主， 社区在2002年就成立了北
京市首家社区科普活动室。 潘瑞
凤到岗后， 继续深化这个特色，
她在2008年创建了 “蓝魔方 ” ，
丰富了科普活动室的内涵和功
能 ， 内设阳光小花房 、 科学测

试 、 周末科普电影院 、 图书馆
等。 社区因此被北京市科委评为
北京市创新型科普社区第一名。

2012年， 社区建立了数字图
书馆， 被首都图书馆命名为 “四
级联网一卡通” 图书馆， 让居民
不出社区就能够借阅首图 、 区
图 、 街图和社区的图书 。 2012
年 ， 社区申报全国科普示范社
区， 又衍生出生态之旅项目， 制
作了全市首家三维立体的科普生
态体验厅 ， 可以直观海洋 、 沙
漠、 地震等， 成为市级科普宣教
基地。

“我们还利用科普资金扩展
到为全社区服务， 为5栋塔楼安
装了LED灯， 为32个楼门安装了
LED屏， 为小区安装了52个监控
探头 ， 做到了无盲区全覆盖 。”
潘瑞凤说。

用心用情
尽心竭力为居民服务

“潘书记走到社区中 ， 不是
她和人家打招呼就是人家和她打
招呼， 几乎所有的人她都认识，
小区的居民几乎也都认识她 。”
和潘瑞凤一起工作4年的社工黄
宇， 聊起潘瑞凤的工作态度时，
敬佩不已。

说起17年社区工作的心得 ，
潘瑞凤用了6个字： 用心、 用力、
用情。 “尽管居委会也有很多解
决不了或暂时解决不了的问题，
但是 ， 我们也得开动脑筋想办
法， 争取帮助解决。 因为居民信
任你， 你就真得尽心竭力， 做到
这些肯定会收获居民的真情。”

在首都机场长达41公里的围
界护栏里， 分布着14个供保障人
员和车辆进出机坪作业的安全检
查通道。 这14条通道每天有80余
名安检人员在现场值守， 他们每
天要完成19000人和2600余台保
障车辆的安全检查工作， 陈中伟
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陈中伟， 首都机场安保公司
围界检查科的一名班组长。 2006
年进入民航安检队伍的他， 已经
在民航安保一线工作了11个年
头， 他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
都献给了热爱的岗位。

严格检查
落实标准不打折

安全检查工作责任重大， 容
不得丝毫差错。 作为一名安检通
道现场的值班班长， 陈中伟时刻
谨记安全使命， 并且以身作则，
带头落实各项检查标准。 在他负
责的安检通道内， 曾先后多次查
获违禁物品， 把安全隐患拦截在
了通道外。

2017年9月30日 ， 陈中伟像
往常一样在安检通道内执行检查
任务， 在对一台准备进场的车辆

实施检查过程中， 他发现车辆驾
驶员神态有些慌张， 此情况引起
了陈中伟的重视。 经过仔细的排
查， 最后他在封闭车厢里发现了
用报纸包裹的打火机和香烟， 陈
中伟立即将情况上报值班科长，
并对人员和车辆进行了扣留。

面对机场管理部门的问询 ，
被检查的车辆驾驶员沮丧地说：
“我的烟瘾大， 本来想着在车里
藏好烟和打火机偷偷带进去， 没
想到这里的安检员检查得这么
认真 。”

创新管理
班组氛围上台阶

陈中伟所在的班组为名字寓
意为太平和谐的太和班组， 班组
共有员工28人， 分别来自全国各
个省份， 班组员工年龄最大和最
小的之间相差20岁， 由于年龄差
异比较大， 大家的兴趣爱好也不
尽相同， 无形之中给班组管理带
来了困扰。

为了培养良好的班组氛围 ，

陈中伟经常组织大家在岗间休息
时间做活动。 文字接龙、 汉字迷
宫、 数字连连看， 都是他们经常
开展的小游戏， 虽然每次游戏的
时间只有短短十几分钟， 却能让
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不断增进彼此
间的感情， 在凝聚班组氛围的同
时， 陈中伟还对班组管理模式进
行了创新， 他给班里的每个员工
都安排了管理职务， 比如台账填
写不好的人就让他负责检查台
账， 平常着装比较差的人就让他
在班前会上检查大家的着装， 这
样一来就调动起了班组员工参与
管理的积极性。

真情服务
热心帮助过检对象

去年8月10日20时许，陈中伟
和往常一样在安检通道执行检查
任务， 通道入口处突然有一名工
作人员倒在了地上，手抚着胸口，
头冒虚汗。陈中伟发现异常后，立
即和同事上前将其扶至安检室，
在简单的了解病情后， 及时帮助
其联系家人， 最终顺利地将患病
的工作人员送往医院救治。

经事后了解， 这名被救治的

工作人员当时突发脑出血， 病情
危急。 如果不是陈中伟和他的同
事及时帮忙联系患者家属及时送
医， 后果会非常危险。 陈中伟和
同事们救人于危难的事迹也在科
室传开了， 身边的同事都为他们
的行为点赞。 也有的工作人员问
他当时有没有顾虑， 他却只是憨
憨地一笑 ： “当时我并没有多
想， 作为一名机场安检员， 一名
机场职工 ，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
的。” 说完， 他又投入到紧张而
繁忙的工作中……

这就是陈中伟， 一名脚踏实
地， 用心做好本职工作的机场安
保员工 。 从事安保工作的11年
里， 他从一名飞机监护员做起，
一步一个脚印， 凭借自己过硬的
业务技能先后被聘任为飞机监护
班长、 围界科通道副班长、 围界
科区域值班班长等职务。 由于工
作成绩突出， 陈中伟还多次被所
在单位评选为 “优秀员工” “优
秀班组长” 等荣誉称号。

“干一行就要爱一行， 不管
在哪个工作岗位， 都要始终坚持
不走过场 、 认真细致地履行自
己 的 职 责 ， 始终为民航安保工
作默默奉献。” 陈中伟说。

潘瑞凤 （右二） 深入居民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