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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江艳

世界上最温暖的地方不仅有
自己的小家 ， 还有社区这个大
家。 在顺义区空港街道裕祥花园
社区， 总能看到一个忙碌奔波的
身影。 她总揽社区大小事， 待居
民亲如一家。 她就是空港街道裕
祥花园社区党支部书记赵华， 村
民口中的 “小巷总理”。

作为一位普普通通的社区干
部， 她仅凭着一颗炙热的心和对
社区工作的执着， 在平凡的工作
岗位上默默无闻地干着不平凡的
事情， 传播着温暖的大爱。

“我马上过去解决”

群众哪里有需要， 哪里就有
赵华的身影 。 “我马上过去解
决” 是她的口头禅， 每天不知道
要说多少遍。

“书记， 20号楼有一个头破
血流的老太太在雨中转悠半天
了， 问她她也说不清楚家在哪，
已经大小便失禁了， 您赶紧过来
瞧瞧。” “书记， 6号楼一层和六
层的两个大爷打起来了， 因为六
层的大爷把自行车放在楼道里，
一层的大爷觉得碍事训斥六层的
大爷， 六层的大爷不服给了一层
的大爷一个耳光， 您快点过来劝
劝。” “书记， 30号楼换天然气
管道需要在各家厨房重新打眼，
四层的业主协调不通， 把整个单
元门的暖气给停了， 您快点过来
解决。” “书记， 5号楼有一家男
主人突发心肌梗， 小区的私家车
把通道堵死了， 999进不来， 您
快点想个办法。”

认真听完一个接一个的需
求， 赵华马上说： “行， 我知道
了， 我马上过去解决。” 接着便
开始行动了。 她帮大小便失禁的
老人收拾干净， 送她去医院， 并
把老人的相片发到志愿者微信
群， 很快就找到了老人的子女；

她跑到打架的两个老人中间， 晓
之以理， 动之以情， 最终让六层
的大爷给一层的大爷赔礼道歉，
两人握手言和； 她半夜找到30号
楼四层的业主， 苦口婆心地宣传
天然气的优点 ， 她耐心细致的
工作终于打动了业主， 顺利完
成了天然气改造； 她雷厉风行调
来6名保安， 手中一直举着点滴
直到把突发心肌梗的病人安全抬
到救护车上。

裕祥花园社区的居民都了解
赵华， 说她是为了社区奔波忙碌
的好书记。 2015年， 为了社区环
境改造工程， 她硬是将自己的手
术拖延了三个月； 2017年， 她右
脚韧带大面积撕裂， 仍然玩命地
工作 ， 在血压 90/40的情况下 ，
拄着双拐带着团队圆满完成十九

大服务保障、 社区居民服务用房
改造工作； 上任9年来， 无论大
事小情， 她都是随叫随到、 风雨
无阻， 居民们都看在眼里、 记在
心上。 当有人询问她会不会感觉
很累很辛苦时 ， 她总是淡然一
笑： “不累！ 作为一名党支部书
记， 我经常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负
面情绪， 我能体谅他们， 也能理
解他们， 这就是爱， 因为有爱，
才不觉得累。”

她用爱心暖了社区居民

作为社区当家人， 赵华没有
一点领导架子， 而是把居民当成
自己的亲人， 处处传播着大爱。
她用爱温暖社区的故事， 很多已
经成为远近传扬的佳话。

2011年冬天， 赵华得知社区
一位独居的刘阿姨生病卧床、 生
活困难， 她马上过去照顾， 不仅
安排专人负责老人的一日三餐、
生活用品的采购， 还安排两名社
工陪伴老人去医院检查。 老人的
身体一点一点康复了 ， 逢人便
说： “是赵书记救了我， 不然我
就是饿死在家中也没人知道。”

赵华陪着老人过了6个除夕，
让老人非常感动： “我要有你这
么个闺女就好了！” 慢慢地， 赵
华得知了老人的一个 “秘密 ”。
原来， 刘阿姨有一个女儿， 30多
年前离婚时女儿判给了父亲， 自
此也没了音讯。 这么多年， 刘阿
姨虽然想念女儿， 但担心打扰女
儿的生活便一直没来往。

能否让亲生母女相见 、 相

认， 赵华决定试一试。 2017年6
月， 她终于通过电话联系到了老
人的女儿， 女儿表示， 自己渴望
认自己的母亲但又害怕见到她，
“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一个白发
苍苍的 ‘陌生老人’， 我不知道
该怎么开口叫她一声 ‘妈妈 ’，
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勇气
和她相见。” 听了她的话 ， 赵华
心里有了底， 她来到刘阿姨家说
了女儿的情况， 老人听了之后直
流泪， 赵华趁机问到： “那您想
不想见见自己的女儿？” 老人抹
抹眼泪， 想了又想， “还是不见
了吧， 小时候没养过她， 现在老
了哪有老脸让闺女侍候 ， 算了
吧！ 别给她添麻烦了。” 赵华一
把拉住老人的手， 说道： “不管
您养没养过她， 都是您给了她生
命， 这份血缘您是断不掉的， 血
浓于水， 您已经错过30多年了，
难道还想再等30年不成？”

经过赵华半年的努力， 嘴皮
子都要磨破了， 2018年1月15日，
这对母女终于同意相见了。 和所
有人预想的一样， 母女相见， 没
有拥抱、 没有抚摸、 没有问候、
没有交流， 甚至彼此的目光都在
互相躲闪， 两个人都不知道该如
何开口。 这时候， 赵华看似漫不
经心地询问女儿感冒的事， 让老
人连声追问： “怎么了， 是不是
冻着了？” 看着这对母女终于搭
上了话， 赵华悄悄地出去了。 30
多年， 母女之间的隔阂不可能一
天两天消融， 但是她坚信， 有爱
的地方就会有奇迹发生。

果不其然， 大年初二老人就
兴奋地告诉赵华： “我闺女跟姑
爷回家过节来了。” 如今， 刘阿
姨已经成了赵华的铁杆粉丝， 也
成了一名最积极的社区志愿者。
在社区， 赵华的 “拥护者” 还有
很多， 因为她虽然没有做多么惊
天动地的事， 而是用平凡的小事
和无私的爱， 温暖了居民的心。

□本报记者 马超/文 通讯员 洪旭/摄

赵朝兵：做一个匠人修一颗匠心

———记顺义区空港街道裕祥花园社区党支部书记赵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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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铁投集团东北公司的赵
朝兵，来自贵州大山里，16岁那年
作为一名钢筋工进入中建系统。

那时是上世纪90年代初， 项
目工地的条件跟现在完全不能
比， 项目没有塔吊和吊车， 钢筋
需要管理人员与工人一起手把手
搬运。 条件虽然艰苦， 但是大家
很有工作热情， 工作态度也很踏
实严谨。

“这个工作我只干了两年，
一次搬运盘圆钢筋时发生的事
故 ， 导致我的右大腿粉碎性骨
折， 40厘米长的钢钉被打进我的
腿里 ， 也结束了我的钢筋工生
涯。 但是我不服气， 只过了短短
一个多月， 我就申请出院， 要求
继续工作。 公司为了照顾我， 把
我调到了机电部门。” 赵朝兵说。

“刚到机电部门的时候， 啥

也不知道， 我初中还没毕业， 看
到复杂的机器， 整个人就像木了
一样， 一开始连螺丝正反转都不
知道 。 不会咋整 ？ 学呗 ！ 我知
道， 如果我不尝试着改变自己，
我就无法胜任这份工作， 我就辜
负了企业对我的期望。” 面对新
工作， 赵朝兵开始了学习。

那时候每天七点半上班， 赵
朝兵总是七点就到， 到了就开始
研究， 蹲在机器旁边， 听机器工
作的声音 ， 哪个机器声儿不对
了， 他就赶紧叫人来修， 别人修
他就在旁边看 。 晚上没人的时
候， 就打开机器盖， 一边回忆白
天别人怎么修理， 一边对着机器

观察。 有的机器上面记号很多，
他就一个一个记 。 每天这么循
环， 最后机器一有啥问题他听一
听、 看一看就知道怎么修。 平时
没事的时候， 他就看书， 有的时
候字儿不认识， 就查字典， 每本
书不读烂就不放开， 就这样， 他
不断学习 ， 后来考取了机电中
专， 目前又在自学大专。

2016年 11月 ， 长春已经入
冬。 沈阳、 大连等地的项目都采
用空调、 电暖气、 电磁热泵等方
式供暖， 但是那些方法不仅采暖
效果不好， 而且成本也较高。 能
不能研究一套既节约成本供暖效
果又好的方法呢？ 赵朝兵只要有
空闲时间， 就捡一个小树枝蹲在
地上画 ， 他觉得 ， 搞研究搞创
造， 靠的就是这股 “魔劲儿”。

“光靠一个模式根本不能解
决问题！” 赵朝兵一边在房间里
转悠， 一边思考， 最后将电磁热
泵和东北常用的锅炉供暖方式
相 结 合 ， 由项目自行设计 、 安
装， 建起了一个锅炉房， 开发了

循环水供暖系统。 这套系统刚投
入使用的时候他很不放心， 于是
每天就像守着自己的孩子一样守
在锅炉房， 白天在里面吃饭， 晚
上在里面睡觉。 两个月后水循环
供 暖 成 功 ， 项 目 节 省 电 磁 热
泵 设 备采购费用46万元 ， 电费
每月节约近30万元， 同时为冬施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这套系
统， 他还发明了很多东西， 喷淋
系统 、 电焊火花浇头 、 遥控照
明， 搞这些发明， 他只有一个目
的， 那就是给企业节约成本， 从
他第一个发明起， 他就一直坚定
着这个信念。

如今， 赵朝兵工作也快30年
了， 最开始进入企业的时候， 和
他一届的农民工有80人， 这么些
年过去了， 只有他还坚守在建筑
岗位上， 并从最初的一名钢筋工
到机电部门的负责人， 有了以自
己名字命名的工作室， 有了自己
的徒弟， 创新成果已累计达到15
项， 为企业共节约了成本约760
万元。

随叫随到的“小巷总理”

协办：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
（北京市技术交流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