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房山区统计系统干部（一）

张超是一名“85后”的年轻小伙子，今
年刚到房山区霞云岭乡统计所主持工作
就遇到了一场硬仗———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面对这次“大考”，张超信心十足。而
这份自信源于他对统计工作的敬畏和热
爱。

张超与统计事业结下不解之缘，要追
溯到他参加统计工作的第一年，此时恰逢
经济普查拉开帷幕，作为房山区经普办的
一员， 实地踏查企业成了张超的第一堂
“必修课”。“科室前辈告诉我，要想做好统
计工作，要耐住寂寞，不可急功近利。”这
句话成为了张超的干事准则。此后每到一
个村落实地踏查， 每到一家企业摸排询
问，张超都会将基本情况详细记录在册。

普查走访过程中， 张超不仅学到了
专业知识， 更多的是感悟。 当时张超负
责的区域在山区， 交通不便， 山路崎岖，
且村里多为留守老人儿童， 各村调查员
中多为五十岁以上的老人， 尽管条件有
限， 但这些调查员们干起活来比年轻人
还要有干劲， 每个企业的情况早已牢记
于心。 在这一堂 “必修课” 中， 张超学
到了老一代统计人求真务实的作风。 也
是从那时起， 张超感悟出作为一名统计
人的职责和使命。 “干统计工作， 没有
秘诀， 只有一颗责任心。” 张超说。 “数
据准确是统计工作的生命线， 也是普查
工作成败的关键。” 为了圆满完成每一项
普查工作， 张超前期都要翻阅大量培训
资料， 认真学习普查所涉及的各类统计
标准和指标含义等具体事项， 抱着不懂
就虚心学习的心态， 主动和其他同事进
行沟通交流， 直到熟练掌握调查技巧和
方法。

这次十年一次的全国人口大普查也
不例外。这时的张超已经成长为一名成熟
统计干部。 有了之前多个岗位的历练。在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 他提前积极准
备，认真谋划。他利用空闲时间把三农普、
四经普、六人普以及近年年度人口抽样的
资料都找出来，通知、方案、文件逐项研究
透彻；在卡口执勤的时候，不忘跟村里的
会计和主任拉家常， 询问村里的人口情
况，倾听他们对普查的建议；每次回局里
开会，总追着其他偏远山区的老所长们取
经，怎么选人、如何宣传、登记难点都是什
么，总有问不完的问题，学不完的统计知

识。正是这种钻劲儿和认真让大家对他树
起大拇指。

让大家对这名年轻人刮目相看的是，
曾经在房山区统计局计算中心工作的这
段经历使张超具备了较好的数据处理能
力，让他在这次普查中如虎添翼。在做好
基本业务工作的基础上，他将大数据云端
和信息处理技术融入统计工作，创新工作
方法，提高工作效率，通过收集疫情防控
期间的各类人口信息表格，筛选对于人口
普查的有效数据，并将重点放在人户分离
的信息、死亡信息、家中子女工作信息等，
提前梳理普查登记中的难点和易错点，为
后续工作的开展打下坚实基础。 同时，认
真挑选乡人普办和各村普查小组中的数
据处理骨干来建立数据处理队伍，对接区
人普办数据处理组，提前研究试点工作的
数据处理方案，学习工作要点，通过线上
线下培训相结合的方式来提高数据处理
人员的业务水平和实践技能。

人口普查工作难度大、 时间跨度大，
普查的整个过程是一环扣一环的。作为一
名新上任的年轻所长，他严格按照市人普
办和区人普办的时间进度和要求逐步开
展工作。遇到难题，他积极与主管领导和
乡里其他科室同事沟通协调，详细说明人
口普查工作量以及需要的人员数量 、条
件， 通过科室借调和招聘来化解人员难
题。为节约经费开支，他提前与统计局的
相关科室协调，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借
来局里的空闲旧电脑解决设备短缺难题。
霞云岭统计所地处偏远山区，从家到单位
开车需一个半小时。为了更好地兼顾统计
所日常工作、 普查工作以及疫情防控工
作，他索性就住在了山里的宿舍，把更多
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当中。

“生命有限 ，知识无穷 。只有加强学
习，才能确保统计数据的客观性、准确性，
才能为政府和社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张超说，他将继续在这条统计路上不断前
行不断成长，为房山的统计事业贡献自己
的力量。

程慧雯是房山区周口店镇长沟峪社
区居委会的一名社区工作者，同时担任社
区普查指导员。 作为一名“80后”社区骨
干，疫情防控时她日夜坚守在社区，人口
普查时她摸排走访在一线。

长沟峪社区是周口店镇人口最多、情
况最为复杂的社区， 除了18栋居民楼，还
有大面积建在山里的旧矿区，许多自建平
房零零散散分布在山坡上，这给普查工作
带来了很大困难。

为了让广大普查对象了解人口普查
的意义和目的 ,积极参与、配合普查工作 ,
程慧雯动员所有楼门长、 热心党员居民
等，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让人口普查工
作人尽皆知，通过宣传栏、宣传展板、宣传
资料等形式广泛进行宣传，真正让人口普
查工作家喻户晓，为开展入户调查登记打
下基础。

虽有以前普查的小区图作参考，可程
慧雯不放心。她充分利用执勤轮岗休息的
时间，在烈日下背着包实地踏查背街小巷
和老旧矿区，一件T恤湿了干、干了湿，脚
底板也磨出了水泡。

有人问她：“人口普查你耗费自己这
么多的精力，值得吗？ ”面对这样的疑问，
程慧雯总是淡然一笑：“不管什么样的工
作都要把它做好， 这是我一直的工作习
惯。 人口普查工作是国家的一个大事，咱
们马虎不得。 ”程慧雯是这样说的也是这
样做的。

“门外汉”成为“多面手”

有人说，统计数字是乏味的、枯燥的，
但在他看来，统计工作是鲜活的、有生命
的；有人说，统计数字是繁琐的、单调的，
但在他看来，统计工作是用数字彰显经济
社会进步，记录时代发展历程的。 作为一
名统计战线上的“战士”，他追随着统计改
革发展的足迹，践行着“不出假数”“真实
可信”的庄严承诺，在平凡的“数海”中，坚
持坚守。他就是房山区统计局普查中心主
任段立新。

因为有着30余年的基层工作经验，作
为一名统计系统的“老兵”，段立新被组织
点将，再披战袍投入到今年的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工作中， 负责普查的综合类事
务。在普查工作的各种“急、重、快”任务面
前，段立新总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工作的
第一线， 努力将平凡岗位装扮得多姿多
彩，将枯燥工作演绎得趣味无穷，将复杂
繁重化解得简洁精炼，将艰巨任务完成得
漂亮利落。

在领导眼中， 段立新是勇挑重担、无
私奉献的业务骨干。综合组的工作比较繁
琐，被称为“大管家”。 组织协调、编发信
息、经费管理、项目实施及预算经费使用
管理评审等， 每一项都要做到细致周全。
就拿人普办公场地的布置来说，从路标样
式、指示牌位置、门牌字体、标牌颜色，到
院内和大厅宣传品的设计，再到会议室物
品的摆放、条幅的悬挂等，段立新认真仔
细，把人普办当作自己家一样布置得井然
有序。 他一边跟着工人们忙乎， 一边说：
“把环境氛围塑造好了， 大家才有工作的
精气神儿！”今年盛夏七月的一天下午，乌
云密布、大雨将至，一辆载满了普查物资
的大货车刚刚驶入区人普办。为避免普查
物资被淋湿，他二话不说，带领综合组的
两位男同事变身“装卸工”，冒雨奔波两个
小时， 成功将全区272大箱、 共7475套的
“两员”物资安全运送至库房。顾不上全身
浸透的雨水和汗水，他仔细检查每箱货物
的完好情况 ，在写完 “验收合格 ，数量正
确”这几个字后才如释重负。

提起这段“业绩”，段立新觉得这是职
责所在。“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咱统计队
伍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拉得出打得赢。 ”段
立新的这番话并非简单的豪言壮语，而是
一次次的被委以重任，在“枪林弹雨”中干
出来的。 在这次人口普查工作中，段立新
还负责预算经费管理，扮演着“财务员”的
角色。 虽然都是与数字打交道，但这位半
路出家的“财务员”，之前只接触到有限的
财务知识。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但做起
普查预算来，可是一点都不含糊。 ”于是，
毫无财会经验的段立新干中学， 学中干，
边干边学。他翻腾出十年来各类普查预算
经费研究一番， 有情况向局队领导汇报、
有问题到财务科学习、有疑问向兄弟区请
教， 不厌其烦地与区财政局电话协调、上
门沟通……每个阶段每个节点该花什么
钱、哪些钱必须花、哪些钱可以省，怎么花
才能实现价值最大化？他一遍遍在脑子里
预演普查的全过程，带着老花镜、敲着计
算器一遍遍修改调整，整整调整了23版的
经费预算，才算啃下了预算审批这块“硬
骨头”。

在同事眼中， 段立新是爱岗敬业、乐
于助人的行家里手。一次周末到下沉街道
房山区西潞大街防疫执勤时，由于天气炎
热加之普查工作压力大， 段立新晕倒了。
第二天早晨， 他依然让家属开车送到单
位， 扶着楼梯扶手才爬上三楼的办公室。
大家都非常惊讶，“您身体这么虚弱，就先
在家休息休息吧！”可他说：“得来呀，现在
是采购项目推进的关键时刻，早一分钟把
材料准备好， 咱们早一分钟开展招投标，
不能耽误普查的事儿。 ”原本可以集中进
行的检查，他选择分开预约，每天上午到
单位把重点工作部署安排妥当，下午才安
心去医院检查治疗。

统计岁月，燃烧奉献，正是有了许许
多多段立新这样的“统计老兵”，房山区的
统计工作始终走在北京市前列。 他那勤
奋、务实和奉献的精神，成为激励所有统
计干部前行的无穷动力。

“乐做普查大管家”

□本报记者 闫长禄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工
作于2020年11月1日开始。 这是在
我国人口发展进入关键期开展的
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可以为编
制 “十四五 ”规划 、推动高质量发
展 、 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体
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重
要信息支持 。 本次普查 ， 北京市
房山区统计系统涌现了一批爱岗
敬业的统计标兵 ， 让我们走近这
些平凡干部职工 ， 跟随他们的脚
步， 聆听他们的故事。

统计“老兵”段立新

用责任心耕耘“统计田”

数数字字之之中中见见担担当当

社工程慧雯

“大哥大姐，我给您介绍一下人口普
查的相关知识。” “姨， 您家那片还住着
谁家？ 家里什么时候有人？” 一有空闲时
间， 程慧雯就想方设法如何做好普查工
作 ， 她利用每天在社区卡口值守时间 ，
向过往居民询问周围的居住情况， 提前
了解社区的人口情况。 看到了熟识的居
民， 她主动上前聊几句家常， 看到了住
在山坡上的散户居民， 她会热情地上前
打招呼， 顺便向大家介绍普查的意义和
工作安排， 把普查宣传融入了居民日常
的工作和生活中。

在一次入户实地踏查工作时，程慧雯
来到一户居民家中摸底，敲了多次大门后
无人答应。起初，她认为住户在外工作，没
人在家， 第二天又来到这家住户还是无
人，就这样反反复复多次上门，总是不见
住户身影。 于是，她就将卡口执勤换到了
夜班，连续多天在社区大门值守，终于守
到了这位上班族，向他仔细询问家庭住宅
情况，并留好了联系方式，为后期入户登
记打好基础。 完成这些后，程慧雯才松了
口气。 就这样，苦干加巧干的程慧雯很快
由“门外汉”成为了“多面手”，普查工作也

按部就班的顺利开展。
“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家庭的担子

也很重。 ”程慧雯坦言，自己下班后要辅导
完老大的作业， 再将不满一岁的老二哄
睡，自己的“夜班”工作才刚刚开始。 每当
夜深人静之时，程慧雯坐在电脑前，整理
白天采集的建筑物信息， 结合防疫数据，
认认真真进行电子标绘， 一转眼即是午
夜。短短一周，她顺利完成11个普查小区、
228座建筑物的精确标绘。 有次周口店镇
统计所长在平台审核时，发现长沟峪社区
的标绘时间显示为凌晨， 打电话问候道，
“雯雯，你辛苦啦，那么晚还在工作！ ”她却
憨憨地“辩解”说：“没有没有，主要是夜里
网络通畅。 ”不管多苦多累，这位坚毅的姑
娘总洋溢着向日葵般的笑脸。

幸运的是， 程慧雯的姥姥是参加过
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老普查员， 是大
家眼中的 “活地图”， 当她遇到困难时便
会去向姥姥寻求帮助。 当然， 她更希望
继承姥姥乐于奉献、 勤勤恳恳的工作精
神， 不忘统计工作的初心， 不辱共产党
员的使命， 通过自身努力， 一步一步超
越自己、 超越前辈。

大山里的统计所长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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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立新向统计所询问普查数据。

程慧雯到社区入户登记。

张超入村逐户走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