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社区正能量“朋友圈”

———记中国建筑集团 “蓝立方” 志愿服务队队长许涛

□本报记者 陈曦 通讯员 李硕

———记西城区白纸坊街道平原里北区社区书记栗欣

把雷锋精神带进工地 用心温暖农民工

□本报记者 马超

从2012年成为基层社工， 到
2020年担任西城区白纸坊街道平
原里北区社区党委书记， 栗欣一
直秉承着 “办一件事， 交一个朋
友， 在解决问题中形成一个正能
量 ‘朋友圈’” 的工作准则。

10年来，她定期上门“家访”，
和孤寡老人成了朋友； 她破解了
物业和年轻居民之间的隔阂，和
社区内的年轻一族成了朋友；她
在寒暑假主动担任 “实践老师”，
和社区里的孩子们成了朋友……
她经常说：“社区工作者就是帮居
民解决问题的好朋友。 ”

开门办公 铸牢民呼我
应 “团结心”

白纸坊街道平原里北区社区
成立于2018年9月， 从成立时间
看这是个 “年轻” 社区， 可从设
施上看却是一个 “老” 社区： 作
为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回迁老旧
小区 ， 人口密度大 ， 居民诉求
多。 47岁的栗欣2020年来到这里
担任社区党委书记 、 居委会主
任， 面对新岗位和新问题， 她主
动扛起这份重担。 她常说： “作
为党员就应该冲锋在前。”

为尽快熟悉情况， 栗欣找来
班子成员、社工、支部党员和居民
代表，逐个谈心谈话。她把这个形
式叫做“开门办公”，“你不打开门
怎么让大家主动走进来， 怎么让
骨干汇聚成一股强大的红色力量
呢？ ” 开门的效果也渐渐显现出
来，班子成员纷纷说：“书记，再苦

再累我们也跟您一块干。 ”
栗欣带领社区班子紧紧抓住

党建协调委员会和 “吹哨报到”
两大社区治理法宝， 整合资源，
合力治解小区难题， 让百姓切身
感受到老旧小区的问题 “有人
管、 马上办、 心里安”。 有一次，
社区接到热线反映， 小区四号楼
地下一层多户居民家中出现卫生
间返水， 经过物业两天的室内外
疏通， 均不见成效。 社区党委立
即 “吹哨”， 协调街道城市管理
办公室、 应急小分队、 宣房集团

等各部门迅速在小区“会诊”。 最
终通过三天的昼夜奋战，完成了
地下管线塌陷错位修复 。 四号
楼居民张女士对栗欣说：“你们的
努力我们都看到了， 你们不分昼
夜守在污水井边为我们解决了大
问题， 真是急居民之所急， 我们
都很满意！ ”

善于作为 铸牢干事创
业 “责任心”

和社区年轻一族成为朋友，

还得从解决物业难题做起。 平原
里北区社区作为老旧小区， 设施
老化破损严重、 物业管理手段单
一 ， 导致居民谈物业 “色变 ”。
物业也有一肚子苦水， 公共资源
有限、 物业费收缴率低， 公司运
转艰难。 “小区好不好， 物业是
关键。” 参加社区工作多年， 栗
欣深知提升物业服务质量对于提
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作用。

“有户居民家中污水管堵
塞 爆裂 ， 咱俩入户看一眼吧 。”
一天晚上9点多， 刚放下居民的
电话， 栗欣立马拨通了小区物
业负责人的电话。 “书记， 业
主不是说已经请人来修了吗，我
们去了也没啥作用啊？” 栗欣耐
心地解释道 ： “我俩一起去一
趟， 咱看看维修进度， 有没有能
帮上忙的 ， 在业主心里留下个
好印象 ， 你们以后工作不就更
好开展了嘛。”

得知居民出于对物业的不信
任， 自费找来维修人员修理污水
管道， 栗欣带着物业经理来到居
民家里了解情况。 沟通中得知，
居民因物业之前的工作态度心有
不满， 她便从中协调。 一趟跑下
来， 物业负责人也觉得工作有待
提升， 虚心接受批评， 承诺改善
服务， 并且在维修结束后， 安排
保洁员协助居民对房屋进行卫生
消毒。 “书记， 真是没想到您会
带着物业来， 大晚上的一直陪着
我， 谢谢您了。”

“‘只要你要 ， 只要我有 ，
尽我所能， 倾我所有。’ 这本是

平北社区站长李洋在热线办理中
对一位诉求居民做出的承诺， 现
在已经成为我们社区为民服务的
宗旨。” 栗欣说。

因受新冠疫情影响， 社区内
一栋居民楼被封控时， 几户居民
因为家中养猫拒绝集中隔离观
察， 纷纷拨打热线反映。 社区网
格员从与居民分享养猫细节和体
会为切入点， 用真心赢得了居民
信任 ， 负责了五六只小猫的托
管， 每日定时喂食照料， 互通视
频， 让居民踏实安心。

“办一件事， 交一个朋友。”
这是栗欣对社区工作的要求， 也
是平原里北区每一位社区工作人
员的目标 。 用心倾听 ， 用情感
动， 尽一切努力， 满足居民的需
求， 解决实际问题， 在栗欣任职
社区党委书记的两年以来， 居民
和社区的距离渐渐近了。

“栗书记真是帮我们解决了
大问题， 知道你们人手紧张， 有
需要帮忙就招呼一声。” “下次
核酸筛查 ， 志愿者您先算我一
个。” ……一桩桩小事， 一件件
诉求， 栗欣都放在心上， 而居民
们也将社工们的付出看在眼里记
在心上， 纷纷争当志愿者， 想为
家园出份力。

“社区的 ‘朋友圈’ 不大，
解决的都是居民们的件件小事
儿。 社区的 ‘朋友圈’ 不小， 承
载着全体居民共建美好社区的大
心愿。 我们要努力把社区的正能
量 ‘朋友圈’ 变得更大， 让社区
更美好。” 栗欣说道。

“雷锋精神永不过时。 我们
致力于打造建筑行业的标杆， 筑
造精品工程， 就是把雷锋精神具
体化， 推行到实处， 发挥其影响
力， 让更多的人参与、 奉献和收
获 。 ” 全 国 最 佳 志 愿 服 务 项
目———“雷锋精神进工地 ” 活动
发起人许涛这样说道。

许涛是中国建筑集团 “蓝立
方”志愿服务队队长、中建-大成
建筑有限责任公司许涛劳模和工
匠人才创新工作室负责人。 他牵
头发起“雷锋精神进工地”志愿服
务品牌活动， 解决农民工的生活
困难，点燃了他们攻坚克难、干事
创业的热情。从业25年来，许涛先
后参与了建党百年献礼工程、北
京冬奥会保障工程、 新冠疫情防
控应急保障项目建设， 并荣获首
都精神文明建设奖、 湖北省五一
劳动奖章、湖北省“五四”青年奖
章、 全国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先进
工作者等荣誉。

“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
起， 离不开农民工兄弟的付出。”
自参加工作以来， 许涛最难忘的
不是他在行业中硕果累累的战
绩， 而是与他一同在工地上经历
风吹日晒 、 雪刮雨打的农民工
“战友”。

2012年，许涛创建“雷锋精神
进工地”志愿服务品牌项目，并策
划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三八”国
际劳动妇女节 ， 公司组织女性
农 民 工 走 进 梅 兰芳大剧院 ，让
“半边天”过足了戏瘾；春节返乡，
公司为忙碌了一整年的建设者送
上了“暖心大礼包”……

“爸爸， 我已经放假了， 你
什么时候回来？” 2016年 ， 许涛
在工地上听到一位工友与孩子打

电话， 那边充满稚气的问询让他
很是动容， 许涛随即决定策划开
展 “农民工子女首都夏令营” 活
动。 来自湖北的农民工程声涛作
为当时的活动亲历者在回忆时
说： “我16岁独自一人到北京务
工， 什么脏活累活都做过， 当时
从没有想过未来。” 但当看到孩
子到北京游玩时， 眼睛里掩盖不
住的喜悦， 他突然对未来充满了
憧憬与希望。

期间， 许涛还组织了 “农民
工集体婚礼” “农民工父母首都
行” 和 “农民工免费体检” 系列
活动， 它们共同构成 “我要去北
京” 系列关爱农民工工人 “四部
曲”， 这 “四部曲” 成为了 “雷
锋精神进工地” 品牌活动的重要
内容。

2015年， 许涛意识到， 比起
生活上充分的关心与关爱， 农民
工更需要提升与机会， 这样他们
才能有更广阔的天地和更多元的
选择 。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
渔”， 于是许涛开始着手制定和
实施农民工人才教育培养计划，
努力创造条件为农民工插上腾飞
的翅膀。 他以 “技能比武” “工
地讲堂” “工地夜校” 为载体，
组织专业志愿力量深入项目一
线， 有针对性地开展专业技术知
识和生产操作技能公益培训， 惠
及农民工约万人。 其中， 千余人
通过了职业技能等级认证。

“他们需要机会， 我就努力
创造机会， 他们发展得更好， 企
业也就发展得更好 。” 近年来 ，
许涛参建的项目摘得鲁班奖、 国
家优质工程奖11座。 “雷锋精神
进工地” 也成为惠及百万农民工
群体的知名品牌活动 ， 被评为

“全国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

钉， 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
岗位上？” 许涛表示他在工作中
常常用雷锋的这句话审视并勉励
自我。 有着25年党龄的许涛， 在
同事的眼中是一名 “工作狂 ”，
节假日他总在为项目建设奔波忙
碌 ， 有紧急任务时更是冲锋在
前。

2022年5月 ， 北京新冠疫情
反复， 许涛所在公司参建北京市
应急保障项目， 他带领30余名骨
干火速集结。 15天的工期、 1000
余间房、 1300余台各类配电箱 、
各规格电线电缆达68万米……工
作强度之大 、 难度之高不言而
喻。 为保障工期， 许涛日夜蹲守
现场， 集中封闭办公， 统筹数百
名工人、 上千道工序无缝对接，
连轴干成为常态。

“抡圆了臂膀还要再努一把
力 ， 冲到了极限还要再加一加
速。” 在许涛的带动下， 项目成
员同心协力， 共克时艰， 在所有
参建单位中率先完成实体施工和
验收， 当即入住隔离观察人员，
实现了完工即精品 、 交付即使
用， 为首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提供了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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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欣 （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