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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响劳动的礼赞 凝聚奋进的力量
——————2020年东城区劳模先进人物事迹展（十一）

■北京市先进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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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螺丝钉”
居民“贴心人”

□本报记者 张瞳 通讯员 韩悦 郭鹏

守住辖区“幸福底色” 当环境整治的坐标点定在街巷整治上
时， 身为东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环境整治
科科长的马超， 倍感责任重大。 他明白，
这是一项涉及民生的工程， 要做好、 做到
位 ， 要将背街小巷被扣上的 “脏 、 乱 、
差” 帽子彻底摘掉， 给辖区居民营造良好
的居住环境， 让百姓收获满满的幸福感。
他下定决心， 用实际行动守住辖区的 “幸
福底色”。 2019年， 马超获得 “首都劳动
奖章”； 2020年， 他荣获 “北京市先进工
作者” 荣誉称号。

城市管理方面有很多法规、 规章和标
准， 马超将各项规章制度烂熟于心 ， 工
作中他积极向老同志请教， 并深入东城
区大街小巷进行实地考察， 把理论知识与
实际工作相结合。 2016年， 他编制了 《东
城区户外广告和牌匾标识设置管理实
施办法》， 并组织开发了东城区广告牌匾
信息化管理系统， 此办法成了东城区在
广告牌匾方面 的 第 一 个 地 方 性规范文
件。

长期以来， 马超始终任劳任怨在工作
一线， 用实际行动见证了东城区环境一点

一滴的向好变化。 “背街小巷市级验收工
作既是对 ‘百街千巷’ 环境整治提升工作
成效的检验， 也是对精细化治理的大考。”
马超说。 在2018年完成65条背街小巷验收
达标的基础上， 2019年， 马超共计召开17
次验收工作协调会 ， 对背街小巷进行检
查， 并建立健全了区级验收检查机制， 每
月对验收通过情况进行排名和通报， 对未
通过验收的背街小巷剖析扣分原因， 布置
整改任务。 东城区通过验收市级背街小巷
验收728条 ， 通过率达到了95%， 在全市
核心区排名第一。

同时， 马超参照首环办 “月检查、 月
排名、 月曝光” 工作要求， 建立了区级环
境建设专项检查工作机制， 编制了 《区级
环境建设专项检查管理办法 》 等文件 。
2019年下半年， 共检查下发各街道、 地区
问题台账900余件， 整改率达到100%。 在
首环办专项工作检查中， 东城区全年检查
成绩位于核心区第一。

工作中， 马超不断探索、 创新， 开创
了居民参与城市治理的模式， 发挥了熟人
管理社会的优势， 为解决城市精细化管理

“最后一公里” 难题提供了新思路。 他组
织召开街巷长、 小巷管家表彰会， 对优秀
街巷长、 金牌小巷管家进行表彰， 激发了
群众自觉参与环境整治的工作热情。 2020
年， 马超组织了小巷管家讲故事活动， 由
全区优秀小巷管家传授经验。

此外， 马超以户外电子显示屏网络安
全保障工作为抓手， 建立了显示屏管理台
账 ， 与各广告商签订了 《网络安全责任
书》。 每逢大风天气， 他都带领职工对广
告设施开展安全检查， 顺利完成全年重要
会议、 重要活动保障任务。 针对违规广告
牌匾， 他要求坚决拆除， 市城管委对东城
区户外广告管理工作予以高度评价。 针对
群众反映的身边缺少路灯的问题， 他 “接
诉即办”， 积极协调市照明中心迅速解决，
很快就完成了路灯增设。

马超说 ： “人可以平凡 ， 但不可平
庸。 要想在平凡的工作中成就不平凡的事
业， 首先要接受自己是个平凡的人并且做
着平凡的事， 脚踏实地做好当下的工作。
唯有如此， 才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
凡的事业。”

她首次创新性地提出 “小巷管家” 工
作思路； 实践中， 她经过深入思考再次提
出了 “小巷管家” 工作新一阶段的发展
思路 ； 她一心为百姓解难事、 办实事，
暴雨中逆行、 火灾中冲在前、 拆迁中不辞
劳苦、 疫情中坚守。 她就是龙潭街道办
事 处 社 区 建 设 办 公 室 科 长 王 慧 。 2020
年， 王慧荣获 “北京市先进工作者” 荣誉
称号。

2017年， 市、 区、 街全面启动了背街
小巷环境整治提升工程。 如何保持环境整
治长效？ 如何实现居民主动参与？ 王慧经
过认真思考认为， 在治理过程中， 要做好
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和居民自下而上参与
的有机结合， 就要真正处理好城市管理的
“最后一步” 问题。 为此， 她围绕政府主
导、 社会协同、 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工作
思路， 提出了 “小巷管家” 工作思路。 这
个建议一提出， 就得到了街道工委的高度
重视和大力支持。 于是， 她立即梳理完善
配套内容 ， 先后整理了核心理念 、 “管
家” 招募和管理、 工作职责等配套制度并
组织实施 。 实践证明 ， 这个做法相当有
效， 得到了广泛认可， 并在全市范围进行

推广。
为拓展 “小巷管家” 在社区治理工作

中的深度和广度， 2018年， 王慧又提出了
组建 “小巷管家团” 的思路， 实现了 “小
巷管家” 从个人到集体、 从发现问题到协
商议事、 从环境治理向社区自治的提质增
效。 近年来， 她主讲专题培训17场； 对骨
干 “管家” 进行一对一指导百余人次； 先
后40余次代表街道接待全国各地来访并外
出交流。

2018年底， 在街道体制改革中， 王慧
由科室负责人转换角色， 成为了一名社区
专员。 她没有丝毫犹豫， 立即投入到了紧
张而忙碌的社区工作中。

凭着积累的大量经验， 王慧指导光明
社区成立了 “明院花香” 小巷管家团， 梳
理制定了团队管理章程和议事规则。 该团
队共有28名成员， 小巷管家团除了完成日
常的街巷寻访工作外， 还主动承担了地区
7处宣传栏的日常更换和维护工作。 同时，
王慧还指导光明社区启动示范街巷建设项
目， 推动了邻里守望、 共住共治的楼门文
化建设。 在王慧的组织协调下， 很快， 绿
地养护、 楼门封堵、 便道改造、 停车等问

题均得到解决 。 由于管家们的建议被采
纳， 居民的需求得到解决， 居民们参与社
区治理的积极性和热情大大提高， 目前，
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地区的各项事务中
来。

一直以来， 王慧始终把群众的呼声作
为第一信号， 把群众需要作为第一选择，
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置， 为群众解决问
题， 力求每件事都要办好、 办实、 办出成
效。

2012年7月21日晚， 北京下了特大暴
雨 ， 王慧穿着雨衣 ， 成为雨中的 “逆行
者”， 她协调社区防汛工作， 了解平房户
居民情况……直到深夜， 在居民楼火灾事
故中， 她站在半尺深的冰水中疏散群众；
她曾连续工作72小时制定工作方案、 周转
协议， 梳理居民信息。 2017年， 作为拆违
组长， 她承担了面积最大、 户数最多、 难
度最高的拆违任务， 持续3个月高强度工
作。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她每天带领社工
入户了解居民信息， 与社区民警一起走访
地区单位， 在风霜雨雪中值守点位， 提出
封闭小区合理化方案， 得到了群众的广泛
认可。

社区工作有酸有甜、有苦有甘，需要风
雨无阻，面对这些，从事社区工作的社区专
员们却都以为居民提供满意的服务、 为社
区的弱势群体解决困难、 为社区建设得更
和谐幸福而感到快乐、满足、自豪。 东城区
东四街道办事处社区专员孙则伟就是他们
当中的一员，他为了建设美丽家园，就像一
颗小小的螺丝钉 ，拧在哪里 ，就 “钉 ”在哪
里，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在社区中发光发
热。 2017年，孙则伟被评为北京市年度“优
秀街巷长”；2020年，他荣获“北京市先进工
作者”荣誉称号。

退伍后， 孙则伟来到东城区东四街道
办事处工作。 工作中，他主动开展工作，在
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 在相关科室和居委
会的配合下，较好地完成了“开墙打洞”封
堵和人口疏解整治促提升工作。 在接任街
巷长后， 孙则伟及时与社区和街巷长助理

进行沟通接洽， 任社区专员后积极掌握社
区情况和居民基本情况，与居民交朋友，努
力为居民提供服务。

2016年， 街道大力开展了胡同环境治
理工作，在工作中，孙则伟对群众反映的问
题，听在耳里、记在心上、耐心讲解。他把群
众的合理诉求当作大事去办， 积极协调相
关部门想方设法帮助解决,对不合理要求，
坚持晓之以理，耐心细致地进行解释。

有一个院落是单位产权院， 居民对院
内长期无下水的问题反应强烈。他得知后，
积极主动多次与产权单位和街道相关部门
联系，一起商讨治理方案。 经多方协调，终
于完成下水改造，还为院内铺装了渗水砖。
同时，对院内杂物进行清理，清运走3吨杂
物。

在辖区中， 有个院子涉及拆违4户，违
建面积约200平方米， 公用绿地被个人占

用，居民对此问题反映强烈。 孙则伟经3次
与居民座谈和30余次商谈走访， 几户居民
的态度渐渐转变，最终同意拆违。 其中，有
一位90多岁的老人，因不舍扔掉杂物，态度
多次出现反复， 阻碍了施工进度。 老人耳
背，孙则伟就蹲在老人身边交流，并联系她
的子女一同做工作， 老人最终同意了清除
堆积物。

与此同时， 孙则伟大力推动社区自治
组织建设，成立了花友会、养犬协会、垃圾
不落地志愿者服务队等。 在开展周末卫生
大扫除中，孙则伟主动带头参加40余次。清
理过程中， 遇到有阻挠时就主动劝解。 如
今，居民保护环境的意识大大增强了。

“不求轰轰烈烈，但求无愧于心。 ”孙则
伟说。他满怀对事业的热爱，始终以严谨的
态度对待工作， 为社区建设默默贡献着自
己的微薄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