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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退游商 这位“小巷管家”以柔化刚

柔声细语巧制止
无照游商无踪影

2017 年 7 月 ，已 经 做 了 几 年
楼门长的钱秀红又有了一个新身
份——“小巷管家”。“我觉得‘小
巷管家’不仅是为居民服务，更重
要的是参与街道、社区街巷的治理，
环境是否干净整洁美丽，身为小区
的居民是有责任的。”在钱秀红看
来，自己的家就要自己管。

无照游商曾经是营房西街的一
个顽疾，多次治理都不能去根儿。

“如果发现一个卖水果的游商有很
多人围着买，我不会直接上去制
止。”钱秀红几次巡视发现，贸然劝
阻不但没人听，反而会有一些大爷
大妈帮游商说话。等买东西的人少
了，钱秀红才上前说：“您配合一下，
我们这儿不让摆摊。”“好，好，大
姐，我这就走了。”半小时后，当钱秀
红再转过来时，发现游商又回来了，

“这会儿我就要拍照上传了，我们有
个‘小巷管家群’，街巷长看到情况
马上就能反馈给街道城管，立刻就
会有人来管。”先劝解再拍照，几个
轮回下来，游商渐渐就不来了。

在营房西街有两个卖菜的游
商专挑早上遛弯老人多的时候出
动，因为菜价确实比超市便宜几毛
钱，生意还很火。“我也买过他家的
菜，回去上秤发现一斤就少一两
多，里外里一算，和超市一个价

儿。”钱秀红用自身经历给身边的
大爷大妈分析着，“您别图便宜买
好多，去超市买两条黄瓜、仨西红
柿够当天吃的就行了。在摊上一
次买个三五斤的，不但亏秤还容易
吃不了放坏了，更不合算。”钱秀红
算的这笔账得到大家认可，周围的
大爷大妈也慢慢养成了去超市随
买随吃的习惯。

分内分外都兼顾
一个微信报险情

在日常巡视中，钱秀红发现晚
上街巷更容易出现问题，她便将工
作时间延长至夜间，看到诸如自行
车乱停乱放、小广告张贴、垃圾堆放
等问题后，就算再晚也上报到社区
微信群，并与街巷的副街长、副巷长
建立良好沟通，敦促有关部门及时
处理问题。

钱秀红是负责营房西街的“小
巷管家”，但路过其他地段发现问题
时，她一样按照程序上报。有一次，
赶上下大雨，钱秀红路过培育小学
附近时看到有一大滩积水，虽然当
时周围没有人通过，但钱秀红还是
立刻拍了一张照片上传到微信群，
说明此处容易发现危险。“因为我们
的街巷长和其他街巷长都在一个微
信群，这样信息就能传过去了。”很
快，隐患被排除了，钱秀红的心里也
踏实了。

耐心劝导“猫大姨”
爱心环境两不误

营房西街 6 号楼有位居民平时
爱照顾流浪猫，“养了好多年，我女儿
都叫她猫大姨，一开始呢就是几只，
后来还有人把外面的小猫抱到这里，
最多的时候有 20多只。”由于“猫大
姨”的精力有限，有时没及时清理猫
屎，周围居民慢慢就有意见了，“到处
是猫屎，也不知道收拾。”其实，钱秀
红心里最清楚，“她每天都收拾，只不
过是有些地方没看到。”听到居民反
映，钱秀红马上去和“猫大姨”沟通。

“姐，又收几只猫啊？不行我帮
忙，我有几个同事特喜欢猫，咱匀出
去几只？”听到有人想抱养小猫，“猫
大姨”高高兴兴拉着钱秀红下楼介
绍每只猫的脾气秉性。看到“猫大
姨”心情不错，钱秀红边看边劝，“猫
多咱就勤收拾着点儿，别谁踩了猫
屎再滑倒就不好了。”“您放心，谁都
喜欢有个好的环境，我理解。”

“人与人之间真的需要相互理
解。”在钱秀红看来，你要说话不讲
点方式，再想沟通就难了。如今，钱
秀红这“小巷管家”已经当了一年
多，营房西街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很多居民都将我们的工作看在
眼里，主动加入清理乱堆杂物的队
伍中。”钱秀红说，这份工作让我很
有幸福感、获得感。

本报记者 李冬梅

钱秀红
年龄：58岁
身份：体育馆路街道“小巷管家”

本报讯（记者李冬梅 通讯
员 孙璐）9 月 8 日，体育馆路街道
双玉南街社区党委报到党员“关爱
独居老人志愿服务队”成立。当天，
在职党员和志愿者入户走访社区独
居老人并结对帮扶。

北京市体育设施管理中心的何
小东、王松涛、刘琳三位在职党员跟
随社区工作人员走访了东四块玉南
街 37 号楼的刘振福老人，他们详细
了解了老人每天的日常生活，询问老
人生活中的困难，并将联系方式和地
址留给老人。何小东说，“我已经跟
刘大爷说了，如果想找人聊天或者
需要搭把手的时候，就随时找我们，
以后家里需要米、面、油什么的，我都
负责了。”

北京工商管理学院的两名青年
志愿者吴海江、刘春辉从昌平赶来，

同三名党员志愿者一起入户走访了
天坛东里50楼的孙丽莉家。交谈中
得知老人家的煤气有些不好用，党
员志愿者表示与老人住得很近，晚
点会带上工具来帮助老人修理。两
名青年志愿者也表示，以后只要来
到老人家附近都会到家中与老人聊
聊天，力所能及地帮着干些活。

“社区有些独居老人的子女在
国外，回家次数有限。老人们基本
都有退休金，在经济上没有太多困
难，主要缺的就是关爱和陪伴。”双
玉南街社区书记张婧说：关爱独居
老人志愿服务队的成立，发挥了社
区报到党员居住在辖区内的优势，
可以更便捷地为独居老人提供及时
的一对一关爱，在促进邻里和谐的
同时也为在职党员提供了便利的为
民服务的新方式。

本报讯（记者 刘旭阳 通讯
员 邱琛）“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
的人在风雨后……”伴着清朗的童
音，一首“中华民谣”拉开建国门街
道首届保利民谣节的序幕。9 月 12
日上午，建国门街道西镇江胡同 25
号四合院内，来自辖区的百余名居
民在老民谣里开启对过往的回忆。

伴着“马兰开花二十一”这熟悉
旋律的跳皮筋，合着“小船儿轻轻飘
荡在水中”音乐的柔美舞姿，听着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
讲那过去的事情”……一首首近代
歌谣敲击着居民的心，更有年轻人
带来现代歌谣，把活动引向高潮。

此次民谣节共分两部分，第一
部分通过演唱改革开放以来脍炙人
口的近代民谣歌曲，和居民一起追

忆芳华时代；第二部分很多现代民
谣更使居民从中感受到时代变迁。

“有我们小时候传唱的民谣，更有现
代年轻人喜欢的民谣。这次民谣节
不仅勾起我们过去的回忆，也让我
们跟随年轻人的脚步，了解了现代
民谣文化。”居民罗阿姨说。

据建国门街道文教科科长田振
江介绍，建国门街道是公共文化社
会化运营的示范街道，今年首次跟
北京保利演艺公司合作，举办建国
门街道首届保利民谣节。虽然居民
的生活方式紧跟时代在不断变化，
但永远不变的是他们对生活的热爱
与对美的追求。建国门街道将继续
为居民提供舞台，满足居民的文化
需要，给予居民展现、歌颂美好生活
的平台。

体育馆路街道

双玉南街成立
关爱独居老人志愿服务队

首届保利民谣节
歌唱居民美好生活

为治理快递分拣点所致胡同拥堵，建国门街道辟1000平方米拆迁滞留地，改造为快递集中分拣点

5家快递进集中分拣点 胡同恢复安静
难题 胡同分拣快递堵路噪音大

“快递分拣都进到院子里来了，能
不能管一管？”北总布胡同13号院的居
民来到大雅宝社区，向社工郑旭反映。

每天一大早儿，大部分居民还没
起床，北总布胡同却已异常“热闹”，
一辆辆快递小货车齐聚胡同，早已排
好队的快递员们紧急集合，将快递按
片区放在胡同地上进行分拣，吆喝声
此起彼伏。加之分拣点附近平房隔
音效果差，噪音严重扰民。

早起的居民还会赶上分拣“高峰
期”，由于胡同路上摆满了快递包裹，
出门只能绕行。不只快递三轮车，很
多大型快递运输货车停放在胡同口，
十分影响居民出行。

据了解，快递分拣点所在的北总
布胡同 13 号院门口、东总布胡同、宝
珠子胡同、向春胡同、艺华胡同等地均
有不同程度的快递三轮车占道情况，
使得原本狭窄的胡同异常拥堵杂乱。

此前，街道执法部门联合社区在对
辖区快递分拣点进行安全检查过程中，
发现屋内充电的电瓶车电池与充电器
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地集中在一起充电，
十分危险。执法人员当场将大批违规充

电器收缴，并对快递员进行安全教育。

化解 千平拆迁滞留地变分拣点

7 月起，为了解决快递分拣点导
致的各种问题，建国门街道最终选定
贡院东街检察院南门对面，一处社科
院所属的拆迁滞留地。随后，街道作为
委托方，组织多方会谈，商讨一致通过
后决定，将这块1000多平方米的滞留
地改造为“快递集中分拣点”，用于统一
集中辖区内中通、圆通、韵达、德邦和优
速5家快递企业分散的分拣点。

建国门街道城建科副科长张晶
表示，社科院拆迁滞留地面积约有
1000多平方米，且常年空置。在前期
整治已围起高墙，可以充分阻止噪音
的传播，而且便于安全管理，非常适
合“快递集中点”改造。

“我们也特别能理解居民的烦
恼，但是我们苦于没有其他分拣场
所。如果能有固定场所，我们非常愿
意搬到新的分拣点，还居民一个安静
的胡同环境。”街道与快递区域管理
公司进行协调沟通时，快递公司纷纷
表示愿意配合街道工作。

经过与快递区域管理公司沟通，

最终，原来分布在7处的5家快递公司
的 7 个快递分拣点，全部搬至贡院东
街集中分拣点统一管理，并规定快递
员分拣工作时间为早6点至晚8点，其
他时间不允许任何快递员逗留分拣。

管理 全方位保障集中点安全

据悉，自 9 月 4 日快递集中分拣
点运行起，建国门街道就在分拣集中
点放置灭火器40个，未来还将安排安
全消防专业人员为快递员培训灭火
器的使用方法和安全注意事项，定期
邀请安全生产监督队、城管、工商等
部门到集中分拣点进行安全指导。

未来一周，街道将继续完善集中
分拣点内的各项基础设施，安装监控
探头、门口加装凸面镜，制作安全生产
制度，在集中分拣点院内进行张贴。
设立隔离防火充电柜，加装定时供电
设备，保证快递三轮车电池充电安全。

同时，院外街道将派驻两名保安
24小时轮流值班监管，保障集中分拣
点安全。街道还将清走集中分拣点
外围的“僵尸”车辆，保障道路畅通，
消除快递三轮车占道停放现象。

本报记者 刘旭阳

“真的干净多了，这院里、
楼道里、街面上处处干净整齐，
这就是和谐呀!”

“不容易，天天盯着这条
街，不愧是‘小巷管家’。”

……
老街坊们的这些赞许声是

送给法华南里社区“小巷管家”
钱秀红的。抱着“自己的家就
要自己管”的念头，已经退休的
钱秀红天天巡视在营房西街道
路两侧，用女性特有的柔情，春
风化雨，以情感人，以理服人。

从一开始每天沿街能捡两
三袋垃圾到现在一天也就捡半
袋，钱秀红确确实实感受到营
房西街的巨大变化。

通讯员 孙璐 摄

建国门街道

多家快递运输车在新停车点位停放。 通讯员 陈青青 摄

9月12日，建国门街道举办民谣节。 通讯员 邱琛 摄

近日，北总布胡同13号院里的居民早晨出门时惊喜地发现，原来满胡同
的快递三轮车和忙着在地上分拣包裹的快递员都不见了踪影。走在胡同里
再也不用像“探雷”一般怕踩到地上的包裹，胡同里又恢复了该有的平静。

据了解，为治理散布于胡同各处的快递分拣点所带来的拥堵、扰民
等问题，建国门街道将1000平方米的拆迁滞留地，改造为快递集中分拣
点，对5家快递公司的7个快递分拣点实行集中管理。

疏 整 促在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