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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创“小巷管家”让居民共享共治成果

身材纤细， 戴着细边眼镜，
说起话来慢条斯理。 如果不是亲
眼所见， 很难把眼前的女性， 与
拆违现场发生状况做出决断的领
导者联系起来。 东城区龙潭街道
工委书记杜娟， 在基层工作了30
多年， 从2010年来到龙潭开始 ，
她扎根这片土地已近8年。

龙潭街道地处北京市核心
区， 人文精神和建筑风貌有着久
远的历史， 一代又一代人在这里
居住、生活，一代又一代人用时间
和生命书写了这里的故事。 也正
是因为这份“历史包袱”，积年累
月形成了复杂的原因， 造成很多
老城特有的历史遗留问题， 在一
定程度上阻碍了城市的升级改造
和社会治理， 居民幸福感大打折
扣。 而杜娟让这里发生了变化。

老旧小区拆违就像
“剥葱头”

3.06平方公里的龙潭辖区 ，
集中了大片老旧小区和小街小
巷， 居民休憩、 闲谈、 散步的空
间长期被电线、 废弃物件、 垃圾
广告和乱喷乱涂侵占， 本该休闲
安逸的老城， 成了 “脏乱差” 的
代名词。 “现在最大的事就是环
境整治。” 杜娟一张口， 就是眼
前的工作。

夕照寺西里就属于典型的老
旧小区， 大部分房屋建于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 筒子楼林立， 私搭
乱建众多， 产权单位弃管， 一套
两居室往往住着两家人。 街面几
乎全是开墙打洞的违章饭馆、 小
卖部， 煤气罐、 垃圾桶占道， 晚
上尤其嘈杂， 安全隐患大。 3米
多宽的小巷， 占满了无照经营的
蔬菜水果摊， 加上无序停放的汽
车、 自行车， 即使居民想出来转
转， 也没有落脚的地方。

从2013年开始的拆违工作 ，
随着工作的推进， 许多历史遗留
问题浮出水面。比如一幢楼有4家
产权单位， 其中3家已经不存在；
比如一些以单位名义建设的房屋

其实也是违建， 但居住在这里的
职工一直在向单位缴纳房费；比
如有居民在简易楼从一个人住到
娶妻生子，不得不搭建房屋……

无论何种原因， 环境整治工
作都得推进。 “原本10米宽的通
道被违建堵得只有3米宽， 有些
楼与楼之间的通道， 甚至被违建
堵死。 老旧小区， 杂物堆积， 着
火怎么办？ 所以这项工作必须得
做。” 杜娟说， “拆违就像 ‘剥
洋葱’， 拆开一层， 才知道里面
什么样子。”

从未缺席一场拆违行动

“龙潭以建成区为主，有297
栋楼房 ， 其中1980年以前有170
栋， 将近60%， 另外有88栋合居
楼，涉及1593户、4047人。 ”向来对
数字敏感的杜娟， 每一个与工作

相关的数据，都铭记在心。在她看
来，数字虽然是冰冷的，但记在心
里是为政一方的责任， 是流动在
执政者血液里的职业基因。

龙潭街道有一个街巷长群，
每天从几点到几点都做了什么，
全部有实时记录，保证过程留痕。
杜娟浏览手机， 实时掌握工作进
度。拆建工作难度大，推进没有捷
径，全靠干部不厌其烦反复解释。

“干部心理素质不强坚持不
下来。” 身为街道一把手， 杜娟
同样拥有强大的心理素质， 所有
组织拆除现场， 她一次都没有落
下过， “现场就是执行， 领导去
不需要做什么， 就是给主管领导
一个强有力的支持 。” 杜娟说 ，
“有时候心理上就是一念之差。”

能解决的问题， 事先最大化
的解决。但是，仍然会出现拆违现
场突然屋里有人、 突然把门锁上

的情况。这一刹那，考验的就是领
导的心理素质和决断能力。 面对
现场突然出现的彪形大汉， 她依
然镇定自若，沉着决策。 “那一瞬
间所做的任何决定， 意味着事后
要承担全部责任。但是在现场，一
定要做出决定。” 杜娟说。

2016年， 在杜娟一次又一次
现场指挥和调度下，7个月时间分
7次拆完了整个小区里的297处、
4675平方米违法建设， 封堵了19
处、410平方米“开墙打洞”，把之
前3米宽的街道拓宽到10米。

2017年， 杜娟把整治提升的
范围扩大到光明等社区， 带街道
全体干部啃“硬骨头”，全年拆除
违法建设738处、2.3万平方米，是
过去五年拆违总量的1.4倍。

“但是所有的成果， 都是团
队的力量， 没有一个好的团队，
光靠一个书记，事情做不成。 ”杜
娟说 ：“每一次环境整治 ， 街道
80%的干部都下去。 要知道他们
不是专职做这个的啊，周末不休，
都在一线， 这真的体现了基层干
部的拼搏、 努力、 忘我的精神。”

“小巷管家”经验向
全市推广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居民
个性化需求越来越多。 其实早在
2015年 ， 龙潭街道就通过创新
“4643” 参与式协商治理模式 ，
成为北京市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
实验街道。 杜娟发现， 光靠政府
自己去想， 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
活的愿望很难。 归根结底， 还是
要依靠人民群众， 采取自治。

最初的想法只是把党员志愿
者、 守望岗志愿者组织起来， 以
解决街巷环境整治任务仅依靠街
巷长， 在及时准确地发现环境问
题、 跟踪反馈居民需求方面存在
短板的问题。 “居民自治” 成了
自然而然的 “选项”， 经过头脑
风暴， “小巷管家” 应运而生。

“管家， 管理喻意着服务在

里面。 党建引领， 动员党员自动
认领街巷。 大家街里街坊， 互相
做做工作。” 所谓“小巷管家”，就
是把街巷当成“家”来经营，每一
位居民，都能参与街巷的治理，把
家门口的事“管”好，促进“家”氛
围的营造。 杜娟在介绍这一治理
模式时，多次提到“小巷管家”的
核心竞争力和内涵就在于，“居民
群众可以在家门口，做身边事、叙
邻里情、享共治果。 ”

2017年4月25日 ， 龙潭街道
召开 “小巷管家 ” 招募启动仪
式 ， 地区党员群众踊跃报名 ，
147人成为辖区10条主要大街 、
86条小巷的 “小巷管家”。 他们
怀揣着 “巡、 访、 做、 报、 记、
刷” 六字真经， 巡访地区大街小
巷， 随手解决或协调各类事务。
居民认领家门口的街巷， 主动参
与治理， 实现自己的事自己管、
自己想、 自己做， 增强了家园意
识和归属感、 获得感。

“小巷管家”的概念和做法一
经推出，就得到全市一致认可。蔡
奇书记先后两次批示：“东城小巷
管家好”“东城区龙潭街道的 ‘小
巷管家’ 有利于居民参与家门口
的环境治理， 值得提倡”， 并于
2017年9月2日以“精细化管理”为
主题调研夕照寺西里南区环境整
治及“小巷管家”工作情况。 蔡奇
书记对“小巷管家”梁萍说的“我
们是同行”更点燃了“小巷管家”
的热情。 2018年3月29日，民政部
部长黄树贤带队调研街道社区治
理及“小巷管家”工作。 杜娟作为
“小巷管家”的主推者，直接负责
接待和汇报工作。 目前，“小巷管
家”已走出龙潭，向全市推广。

“今后打算在前期基础上，
再将 ‘两代表一委员’ 和 ‘双报
到’ 在职党员纳入进来。” 杜娟
想充分利用地区的资源， 发挥党
员的作用 ， 不断扩大 “小巷管
家” 的覆盖面， 提升社区治理水
平， 真正在基层实现 “共建共治
共享” 的社会治理格局。

———记东城区龙潭街道工委书记杜娟

他叫王起飞 ， 2010年 7月 ，
他来到了中铁十六局轨道公司昆
明地铁首期工程八标项目， 开始
地铁建设者的生活。

刚到项目， 他很快进入技术
员的角色。 展览中心站深基坑开
挖和结构施工中， 由于基坑距国
贸花园高层住宅楼仅5.57米， 且
地质条件复杂 ， 为确保楼房安
全 ， 他与同事们 “头脑风暴 ”，
积极商讨修订施工方案， 采取一
系列措施， 使得楼房沉降和倾斜
量均控制在设计允许范围内 。
“当时收获的不仅仅是理论与实
际的结合， 更重要的是明确了努
力的方向。” 王起飞说。

2014年4月 ， 王起飞第一次
参与建设车辆段工程———昆明地
铁3号线石咀车辆段±0.00以下土

建工程。 他坚持多跑、 多问、 多
看， 对施工中每一道工序乃至每
一个环节都做到了如指掌。 项目
部驻地建设完成没多久， 他就接
到紧急任务： 一个月内完成U型

槽施工。 王起飞立马进行施工筹
划， 完善原有施工方案， 改进流
水施工工艺。 原本需要58个工作
日完成的施工任务， 最终仅用30
天且保质保量地完成 ， 得到业

主、 监理等单位的一致好评。
由于石咀车辆段施工场地位

于昆明老水泥厂内， 地下障碍物
众多， 影响开挖进度。 后序施工
中， 王起飞带领技术人员调查水
泥厂区内各种建构筑物， 不明处
及时翻阅图纸， 结合实际提出三
段流水施工法， 保证各施工段互
不干扰， 最大限度将各种施工机
械利用起来， 提高了施工工效。

2015年年底， 王起飞调入昆
明轨道交通6号线五工区担任副
经理一职。 当时， 正值一号竖井
开工建设初期。 由于地质条件极
其恶劣， 每次成桩过程中， 泥浆
瞬间全部流失、 进而导致护壁坍
塌。 他没有气馁， 在采用地质超
前钻、 物探手段进一步探明地层
情况后， 他同项目总工程师、 施
工技术部部长提出了双液浆注浆
的处理方法， 克服了 “桩难打、
打不成” 等难题， 为后续盾构掘
进安全提供了保障。

2016年8月，王起飞调到昆明
轨道交通五号线土建3标担任总
工程师。这是5号线乃至整个昆明
地铁地质情况、 周边环境最复杂
的工程项目，但王起飞信心满满，
至今昆明轨道交通5号线土建三
标仍是全线各种第一的获得者。

除了干好现场技术这门硬
活， 王起飞注重技术资料的质量
和理论学习。 他休息时间耐心指
导， 让年轻技术人员很快掌握了
相关规范。 他坚持每天学， 哪怕
完成工作已到深夜。 遇到不清楚
的及时请教， 如果别人也解决不
了， 他会一直查书找资料， 直到
自己全部弄懂。 除了 “养肥” 自
己， 他每周都会组织技术员们集
中学习， 把所学传递给他们。

正因为各方面的努力， 王起
飞获集团公司 “科技创新先进个
人”等称号，所在团队获中央企业
团工委“青年文明号”、北京市“优
秀青年突击队标杆”等荣誉。

□本报记者 马超/文 通讯员 曾丽珍/摄

王起飞：爱钻研的地铁建设者

王起飞（左二）介绍项目施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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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娟（右二）和居民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