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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民意社工”为民解忧
景山街道隆福寺社区探索“民意社工”新机制，以动静结合方式多元收集民意

东华门街道

“京味儿”礼物
答谢英国“好邻居”

北京国际艺苑皇冠假日酒店总经理康博文9年帮扶332户困难
家庭；曾获评2014年度“感动东华”先进人物

永外街道

树木认养“播种绿色”

北新桥街道

“穿越”体验古代服饰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对于东华门街道多福巷社区许多困难家庭来说，他们身边

就有这样一位“好邻居”——辖区非公企业北京国际艺苑皇冠假日酒店总经理康博文。9
年来，他一直积极参与地区公益慈善事业，为社区困难家庭送去爱和温暖，并于2014年荣
获东华门街道“感动东华”先进人物——“扶贫济困，爱无国界”称号，成为第一位、也是迄
今为止唯一一位获得该项荣誉称号的外国人士。

记者 李滢 通讯员 刘玉琴

本报讯（记者 庄蕊）社区减负
后，如何更好地为百姓服务？景山街
道隆福寺社区探索“民意社工”新机
制，以动静结合的方式多元收集民
意，并通过@相关职能部门，快速、有
效地解决百姓遇到的难题。

“民意社工”日行万步

有 200 多户居民的钱粮胡同是
隆福寺社区社工毛宁和张颖娟负责
的管片。4月12日上午10时多，她们
开始了本周第五次下户走访工作：在
21号院常大妈家，她们实地勘察了房
屋情况，听取老人修缮房屋的需求；
在 13 号院旁边，她们发现一棵树的
树枝下垂，及时通知物业修剪……

“自从社区减负后，我们有了更

多时间下户接触百姓，频率从过去
每周一两次提高到 3 至 5 次，每天基
本走一万步以上。”毛宁告诉记者，
频繁走访使她更加了解管片里的
人、物、事，“连谁家养了什么宠物都
快记住了。”

“下户频率提高的同时，工作内
容也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民意调
查。”隆福寺社区书记皇甫秉燕介绍，
隆福寺社区一共有 16 位社工，分成 4
个网格，负责不同的片区，大家在走
访中注重听取百姓意见，了解生活需
求，“民意社工”应运而生。

“前不久，有居民投诉附近单位
施工扰民，社区协调解决后，‘民意社
工’连续几天走访居民，跟进后续情
况。如果居民不满意，我们还要找施
工单位协商。”皇甫秉燕说。

建立居民会客厅

在下户走访同时，隆福寺社区还
借助人民书屋的人气建立起“居民会
客厅”。

人民书屋位于钱粮南巷，自去年
6 月成立以来共有 1300 多人次到
访。一个月前，社区在距离书屋一墙
之隔的党群活动室建立起“居民会客
厅”，每天安排两位社工轮岗作为会
客厅“主持”，以聊天形式与居民交
流，听取居民心声。

4 月 12 日，记者在人民书屋前看
到，宽敞的三角地带聚集了不少居民
聊天、晒太阳。党群活动室的门上贴
着“居民会客厅”标志，屋内的桌子上
铺着花格桌布，周围摆放着椅子。

当天的值班“主持”是社工石海

云。她告诉记者，会客厅的开放时间
是工作日早上 9时至 11时，居民有任
何想法和意见都可以向她们倾诉。
在会客厅记录本上，记者看到居民反
映的各类问题：胡同里狗屎太多，希
望社区加强宣传；背街小巷有卫生死
角，希望物业清理得更仔细……

“下户走访是动态收集民意，‘居
民会客厅’是静态收集民意，‘民意社
工’通过动静两种方式和居民面对面
沟通，建立良好的情感联系。”皇甫秉
燕说。

建群让小@办大事

收集上来的问题怎么解决？隆
福寺社区创建了微信群，将街道领
导，城管、物业、工商、民警等各职能

部门添加进来，快速、有效地解决“民
意社工”反映的问题。

去年年底，连丰胡同居民反映，
胡同里的一个死胡同垃圾成堆，臭
气熏天，希望社区早日清理。社区
立刻在群里“吹哨”，@相关职能部
门，各部门快速展开行动：城市管理
办公室和物业负责清理垃圾，街道
绿化部门负责清理后在原地建花池
子，栽种鲜花绿植。现在，垃圾堆变
成了干净的绿化角，周围居民纷纷
点赞。

“美东 20 号新增床垫等大件废
弃物，烦请清理”“铜钟胡同共享单车
太多，能否拉走”……如今，这个微信
群依旧忙碌着，各部门积极回应“民
意社工”发到群里的问题，打通服务
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心怀公益 9年累计帮扶332户

“康先生退休回国，我心里很舍
不得他。”多福巷社区居民卜淑惠
说。二人相识于 7 年前，逢年过节，
康博文都会到家中探望。老人今年
已 83 岁高龄，因为行动不便，她便
邀请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帮忙，精心
挑选了一份临别礼物。

在多福巷社区，还有很多像
卜 淑 惠 这 样 得 到 过 康 博 文 帮 扶
的困难居民。据社区党委书记宮
肇美介绍，康博文于 2010 年来到
酒店工作。一到这里，他便请酒
店 人 力 资 源 部 工 作 人 员 到 所 在
的 多 福 巷 社 区 询 问 有 什 么 地 方
需要帮助。

经过了解，康博文得知多福巷
社 区 老 年 人 口 多 ，且 贫 困 户 、孤
寡、独居、残疾人数较多。于是，
他决定对这些困难户进行帮扶，
每年春节、十一等节假日为他们
送去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据
统计，自 2011 年起，康博文已累计
帮扶社区贫困户、孤寡老人和残
疾人 322 户。

爱无国界 凡人善举“感动东华”

“虽然康博文先生是英国人，
但他始终热爱这片他工作了 9 年
的土地。”宮肇美说。每次慰问时，
他都会带领酒店两名部门经理，而
且人选每次都会有变动，以便各部
门经理都能参与，并通过他们把这
份公益理念与热情传递给每一位
员工。

在一次慰问中，康博文见到一
对父子，刚毕业的大学生儿子也像
父亲一样身患脑瘫，他很希望帮助
他们，便让人力资源总监提出与社
区残疾人签署劳动合同。最终，在
他的支持下，多福巷社区 4 名残疾
人分别与酒店按照百分之百最低工
资标准签署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除此之外，酒店每年会开展一
次员工内部拍卖、义卖活动，收益用
来购买慰问品；酒店前台设置了一
个募捐箱，来到这里的客人都可以
献出一份爱心。康博文还经常带着
夫人、儿子一同参加慰问。社区居
民因他的善举感动，一致推举他为

“感动东华”先进人物。

不舍话别 居民点赞“好邻居”

4月8日，康博文与16位困难家
庭代表相聚一堂，聊近况、说感受，
不舍话别，这也是 69 岁的康博文退
休回国前最后一次来到多福巷社区
慰问困难居民。这一次，他自掏腰
包为大家送来了牛奶和热水壶。

卜淑惠向康博文赠送了京剧
人偶《龙凤呈祥》，“既有咱们老北
京的特色，又有幸福、美满的寓意，
表达了我们对他和他的家人的祝
愿。”卜淑惠说。很多居民同样对
康博文多年的帮扶感激不已，精心
准备了剪纸、花茶等富有中国特色
的礼物赠送给了这位好朋友。同
时，东华门街道、多福巷社区也分
别准备了礼物，赠送给这位“东华
好人”。

“帮助别人是一种快乐。”充满
京韵京味儿的礼物令康博文爱不释
手，他通过翻译向大家表达谢意。
皇冠假日酒店相关负责人表示，虽
然康博文已经回国，但酒店会继续
这项公益行动，为更多的困难家庭
送去温暖。

本报讯（记者 李冬梅）4 月
10 日，永外街道 2019 年“播种绿
色、守护永外”树木认养活动在永
定门南广场展开，永外街道商会
企业代表、青年团员、妇女代表、
侨胞台属及地区居民60余人参加
树木认养及植物抚育活动。

“截至目前，商会会员及各界
人士代表共计认养树木83棵。”永
外街道商会会长李昌说，大家都
说这次的数量有点儿少，今后我
们还打算继续认养一些。

永外街道工委书记陈卫兵表
示，街道要坚持把植绿增绿，打造更
优美的宜居生活环境作为街道重点
任务推进。将“播种绿色 守护永
外”活动长期开展下去，培养广大居
民、企业员工、学生参与绿化志愿服
务的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不断增
绿补绿，见缝插绿，打造绿色永外。

“松土、除草、浇水、捡拾垃
圾，大家就像照顾宠物一样地护
理绿地和植物。”永外街道团员董
亚男说。

本报讯（记者 李滢）11 名居
民身着不同服饰，按照朝代逐一
展示，“明朝学子”不小心站在了

“战国士大夫”前边，令台下观众
哄然大笑：“没想到一件衣服蕴含
着这么多知识。”

4 月 11 日，北新桥街道举办
“霓裳羽衣 古风雅韵”古代服饰
文化互动活动。志愿者讲师结合
当下深受观众喜爱的热播影视
剧，串讲各朝代的服饰文化与特
色、发饰搭配方式、古代文化礼仪
等。无论是先秦的深衣、汉代的
襦裙，还是唐代的袒胸装，无不彰
显着华服的魅力。

只听不“练”不过瘾，主办方
精心准备了 10 余套特色鲜明的
古代服饰。志愿者的邀请话音
刚落，观众们早已按捺不住，争
相上台穿搭，体验古风古韵。转
眼间，“秦汉”“隋唐”“明朝”的达
官显贵、学子学士“穿越”到观众
面前。

北新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
苏晶表示，希望通过此次活动为
地区居民提供贴近生活、引起共
鸣的文化服务，丰富文化生活之
余提升居民的鉴赏能力，让居民
感受到传统文化近在身边，让文
化魅力深入人心。

永外树木认养。 通讯员 辛桦 摄

记者 李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