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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作作为为
□本报记者 孙艳 文/摄

———记朝阳区孙河乡党委书记李欣
念好“舍得经” 算好“疏解账”

位于朝阳区东北部的孙河
乡， 属于北京市第二道绿化隔离
带和温榆河绿色生态走廊规划控
制地区， 围绕疏解整治促提升中
心工作， 乡党委书记李欣带领党
委和全乡党员干部， 创造了5个
村2549院5600户13000名群众在
30天 内 完 成 100%腾 退 签 约 的
“孙河速度”。 未来几年， 孙河将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李欣为
“班长” 的 “一班人” 将继续用
实实在在的努力和业绩， 一步步
兑现 “造福孙河” 的承诺。

念好“舍得经”
敢担疏解转型“排头兵”

孙河历史上曾是大面积湿
地， 但知道的人并不多， 反倒是
孙河沙子营村的沙子更出名 。
“沙子营村砂量多质量上好， 早
在1984年孙河乡建乡之初， 砂石
料产业就开始兴起， 砂石料场也
逐渐聚集。” 孙河乡党委书记李
欣说， 到2014年时， 村里已聚集
了35家砂石场， 形成了采砂、 洗
砂、 卖砂的利益链条。 砂石场还
带来了出租大院、 废品回收站等
一系列低级次产业 。 “瓦片经
济” 不但污染了空气、 河流， 而
且严重影响了村民的生活环境和
质量。

2014年， 上任之初， 李欣带
领党委 “一班人” 和机关科长，
对影响全乡发展的一系列问题进
行了深入调研。 提出以温榆河公
园建设为契机， 念好 “舍得经”，
算好 “疏解账”， 全面开启孙河
地区的疏解整治促提升行动。

在李欣的带领下 ， 孙河乡
2014年关停了 35家非法砂石料
场、 清退11家垃圾中转站、 关闭
3家无证搅拌站， 收回集体土地
760亩 ； 2015年 ， 拆除低端产业
35万平方米， 疏解后的土地建成
占 地 700多 亩 的 沙 子 营 公 园 ；
2016年， 乡集体兜底兑现村集体
土地租金 922万元 ， 腾退土地
1980亩， 清理出租大院19个， 关
停各类公寓24处； 2017年， 以沙
黄路区域疏解为突破口， 全面启

动收回集体土地资源工作。
“拿腾退拆除的沙黄路区域

来说， 以前各种低端产业聚集，
村民确实能拿到一些租金收入，
但由此带来的脏乱， 却让村民苦
不堪言。” 李欣介绍， 看似村民
失去了租金收入 ， 但腾退拆除
后， 这里不但建成一个大湿地公
园， 环境变美了， 村民转工转居
后 ， 还能有股份分红 ， 这样的
“舍得经” 值！

坚持“一线工作法”
当好群众的“主心骨”

“5个村同时拆迁腾退， 能
做到这么平稳有序， 这在以前是

想都不敢想的事 !” 2017年8月 ，
孙河乡启动前苇沟、 沙子营等5
个村2549院5600多户群众的住宅
腾退工作。

孙河乡位于朝阳区东北部，
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 基础弱、
底子薄， 曾一度存在 “党员干部
信心不足、 党群干群关系紧张、
党委政府公信力不高” 等问题，
地区发展陷入困局。 特别是2009
年土储过程中 ， 出现了贪腐问
题， “拆迁” “腾退” 这样的字
眼更成了敏感词。

为何这次腾退如此顺畅？ 李
欣说： “我们以老百姓为中心，
把孙河的未来明明白白讲给他
们 ， 一定会赢得他们的支持 。”
当然， 李欣带头坚持的 “一线工

作法” 也是一个制胜法宝。
腾退期间， 全乡干部扎在腾

退现场和包片村， 每个人在处理
分管工作的同时， 还在不断接听
老百姓打来的电话。 从乡党委书
记到普通工作人员， 手机号都对
群众公开。 每次通电话， 干部们
都像对待家人一样解释政策、 耐
心算账、 真诚帮助， 一个电话个
把小时是常事。

领导班子成员率先垂范 ，
“主动上前一步”，确保政令畅通。
针对21户困难家庭，“一帮一”对
接 ，选房 、签约 、搬家一帮到底 ，
解决现实问题 。 28个群众工作
组， 上门入户宣讲政策、 化解矛
盾、 粉碎谣言。 村干部党员和积
极分子、 村民代表各个层面广泛
动员， 争当腾退表率。 腾退过程
中收到各类锦旗44面， 主要是困
难家庭、 矛盾化解家庭赠送， 每
面锦旗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正是靠这个 “接地气” 的工
作方法， 5个村同时腾退的大项
目， 从政策培训到签约完成，100
天奋战完成签约任务。 无一起上
访， 无一起群体性事件。 腾退期
30天内实现全部签约， 签约率达
到 100% ， 这样的 “孙河速度 ”
无论是乡、 村干部， 还是普通村
民， 提起这事儿， 没有不竖大拇
指的

李欣说， 孙河这几年的工作
经验告诉我们， 任何时候、 任何
工作， 只要是从维护群众的切实
利益出发， 以真挚的感情、 宣传
引导群众， 以开拓的思维组织发
动群众， 以扎实的作风联系影响
群众 ， 就能够争取到群众的支
持， 这也是党委 “一线工作法”
的核心价值。

跨区建党群服务驿站
“娘家人”就在身边

5个村子完成腾退， 1.3万名
村民集体外出周转， 要等到3年
半之后， 才能返乡住上回迁房。
可就是这3年半的周转期， 让不
少村民觉得难挨。 “以前， 村委
会抬腿儿就到， 有啥难事儿随时

能登门， 但在搬家之后， 要回乡
一次可不容易 。 更让人担心的
是， 在新居住地人生地不熟， 邻
里互不相识， 缺少一份归属感。”
李欣说， 要服务群众， 就要到离
群众最近的地方去。

所以， 乡里迅速建立了周转
村民台账， 详细记录每家每户的
居住地点、 现实需求。 根据台账
显示， 绝大多数村民都选择在顺
义、 昌平、 金盏、 崔各庄和康营
五个片区租房居住。 为了让周转
村民和党员在新居住地有归属
感， 能继续感受党组织的温暖，
今年2月， 孙河乡党委在乡域外
昌平、 顺义、 金盏、 崔各庄四个
周转片区分别建立临时党支部、
和美党群服务驿站。

“在每个片区就近租赁一处
100平方米左右的场所并挂牌 ，
为周转村民贴心服务， 让每名党
员都能找到党组织， 让每名群众
都能见到 ‘娘家人’， 确保腾退
村联系不断线、 管理不断档， 让
村民周转期间舒心舒适， 回迁之
后凝心聚力。” 李欣说。

就拿顺义片区来说， 共有5
个村300余户村民。 临时党支部
的负责人是下辛堡村的村支部书
记金春水， 其他4个拆迁村各有
一名干部常驻 。 “在医保 、 社
保、 集体分红这些事务的咨询和
办理上， 村民办事儿也不用再一
次次往乡里跑， 服务站可以随时
解答并帮助递交材料 。” 金春水
说， 下一步， 服务站计划开展阳
台菜园等培训， 让村民尽快适应
城市生活。

提起孙河乡未来的美景， 李
欣如数家珍： 作为温榆河公园朝
阳段一期建设的示范区， 这里将
建设水文化博物馆、 湿地水乡等
人文景观， 规划的示范区还包含
水上运动 、 林间慢跑 、 彩跑路
线、 特色马拉松等功能， 可满足
市民各类体育休闲需要。

“明天10月， 示范区建设将
全面完成 ， 如果再等到3年后 ，
村民们回来， 孙河的生态环境、
产业发展将大幅提升， 我们的村
民将以是孙河人感到自豪。” 李
欣说。

陈飞是北京市青联委员、 石
景山区政协委员、 石景山区残联
副理事长， 曾获 “2017年中国好
青年” “2018年全国向上向善好
青年” “第三十一届北京青年五
四奖章” “北京市礼物创意大赛
优秀奖” “五个一工程奖” 等荣
誉。 多年来， 他专心致力于非物
质文化遗产———唐卡的研究工
作， 为唐卡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做
出了贡献。

陈飞热爱唐卡艺术， 多次深
入藏区考察研究， 竟三次和 “死
神” 擦肩而过。 第一次， 陈飞为
了寻找绘画所用的矿石， 因忘记

路标而迷路。 20多个小时露宿在
郊外， 刺骨的寒冷和食物的匮乏
让他头一次感到死亡的逼近。

第二次， 为了对比不同时期
的唐卡作品中造像的区别， 他徒
步从一个村落走向另一个村落。
为了节省时间， 他走了一条人迹
罕见的近路， 不想， 却被狼群盯
上尾随。 当他发现时马上奔跑呼
救， 听到呼救声的好心藏族同胞
救下了他， 才使他脱离险境。

第三次， 陈飞开车去探寻唐
卡所用的新矿物质原料， 因地面
湿滑， 一辆大货车突然失控撞向
了他。他被撞了出去，瞬间失去了
知觉。 经过全力抢救虽然保住了
性命， 但他的左手腕却因粉碎性
骨折和严重错位， 丧失了大部分
工作能力，留下了终生的残疾。

回想传承唐卡的坎坷和艰
辛， 陈飞问自己， 真的值得吗？
疼爱他的妈妈捧着他的左手默默
流泪， 问道： “为了唐卡你连命
都不要了吗？” 妈妈的话犹如一
记重锤敲在他的心窝， 他坚定地
告诉妈妈： “我爱唐卡， 那就是
我的生命！ 让我去做吧！”

13年间， 陈飞多次深入藏区
考察， 剧烈的高原反应和恶劣的
自然环境挑战着这个年轻人的承
受能力。 他以积极乐观的态度战
胜了高原恶劣的环境， 以致力于
传承唐卡的真挚情感打动了诸多
画师和藏族同胞。

陈飞经过反复研究、 试验，
不断比对， 在大家的帮助下， 掌
握了唐卡颜料提纯和特殊绘画工
艺的特殊技术， 成为这项技术的

带头人。 身残志坚的他， 全身心
地推进非遗文化唐卡的研究、 保
护和传承工作。 他说： “作为年
轻人， 我有责任和义务让中国的
民族文化更加辉煌地发展和传承
下去。”

陈飞始终没有忘记反哺社
会、 奉献爱心， 他积极投身公益
助残事业。 儿童福利院里近20名
残疾孤儿一直是他资助和帮扶的
对象， 他还资助了6名残疾人家
庭子女完成学业。 2017年，他个人
全款赞助了 “石景山残疾人徒步
大会”，他想让每位残疾朋友以阳
光、积极、正能量的心态来面对生
活，在徒步中“凝聚梦想力量，实
现人生精彩”。 十几年间， 他参
加各种公益活动数百次， 累计捐
款捐物多达近百万元。

□本报记者 盛丽

陈飞：追梦青年传承唐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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