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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小家顾大家”社区工作者无悔的选择
本报记者 刘宇 通讯员 李计伟

社区绿地的宠物粪便不见了、小
区北门的私搭乱建消失了、社区三不
管地带的卫生死角干净了……每当提
起社区环境的良好改变，百泉街道颍
泽洲社区的居民们都会说起一个人，
他就是百泉街道颍泽洲社区党委书记
赵志强。

赵志强今年 34岁，2010年来到百
泉街道，成为一名社区工作者，因工作
勤恳、认真负责，2018年，他成为颍泽
洲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自今
年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开展以来，赵志
强一直以居民需求为导向，用心用情
为居民排忧解难。

今年8月，颍泽洲大力开展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社区北门外两处私搭乱
建的小棚房成了赵志强心中的一块

“顽疾”。两处小棚房分别是淋浴房和
居民的杂物间，构造简陋，外形也不美
观，排出的污水对周围环境造成了一
定影响。为彻底拆除两处私搭乱建，
赵志强一次次上门跟房主讲政策、做
思想工作，但房主就是不配合。但这
并没有让赵志强退缩，他依然每天到
房主家去讲政策、讲法律法规、讲人情
道理……经过赵志强的“软磨硬泡”，

最终，房主被他锲而不舍的精神和绝
不让步的态度所打动，主动帮助工作
人员拆除了小棚房。

小棚房拆除后，新的问题又摆在
了赵志强面前。颍泽洲社区煤炭家
属院西侧和南侧，因长期无人管理，
有多棵树木从墙体内长出树枝，导致
部分墙体开裂，存在极大安全隐患。
赵志强带领社区工作人员对这里的
垃圾进行清理，在申报之后将树木砍
伐，并将破损的围墙进行修复。“以前
我们都绕着走，生怕围墙倒塌砸到
人，现在垃圾清理干净了，围墙也进
行了粉刷，再也不用担心了，真是感
谢赵书记。”颍泽洲社区居民王先
生说。

今年 8 月，我区掀起了“人居环
境百日攻坚战”的热潮，颍泽洲社区
积极组织工作人员对社区内进行全
面清理。赵志强每天早上 7 点来到
居委会，先带领工作人员对社区内进
行检查，发现问题当场解决，现场不
能解决的，做好记录，事后查明原因
后再进行清理，坚决不留一处“顽
疾”。就这样，赵志强每天带领工作
人员工作近 15 个小时，共计清理私

搭乱建、杂物堆积等 71处。
“赵书记每天早上都是第一个

来，晚上最后一个走，遇到困难总是
冲到最前面，社区现在环境这么好，
都是赵书带领我们干出来的。”百泉
街道颍泽洲社区党委副书记吴佳
蒙说。

赵志强清楚，治理是第一步，如
何建立长效机制才是关键。颍泽洲
社区先后对社区 1400 余户居民做了
详细问卷调查。在问卷调查中，赵志
强发现，宠物粪便问题以及社区死角
垃圾问题是居民关心的主要问题。
了解情况后，赵志强与社区工作人员
一起研究，讨论如何让居民养成文明
养犬的习惯，并动员大家一起维护社
区环境。赵志强积极组织社区党员、
志愿者以及社区居民，每周开展卫生
大扫除活动，不定期进行宠物粪便清
理。慢慢地，在赵志强的带动下，社
区居民纷纷主动加入清理队伍并形
成了文明养犬的良好氛围。截至目
前，共开展清理活动 20余次，1000余
人次参加。

看着社区环境一天天变好，原本
应该高兴的赵志强却怎么也高兴不起
来。今年 4月，赵志强的小女儿出生
了，但他却因工作忙，没能抽出时间好
好照顾她们母女，家里的两个女儿和
年迈的父母都靠赵志强爱人一个人照
顾，看着如今已经7个月的小女儿和日
夜为家里操劳的爱人，赵志强心里充
满了愧疚。“女儿是给我一个人生的
吗？你天天工作这么忙，你跟工作过
日子去吧。”每当赵志强听到爱人的抱
怨，他总会跟爱人解释社区工作对于
居民的重要性，慢慢地，赵志强的爱人
从不理解转变为支持他工作。“我是一
名合格的社区工作者，但我却不是一
名合格的‘好儿子’‘好爸爸’‘好丈
夫’，我亏欠他们的实在太多了。”赵志
强说。

社区工作是忙碌的，居民的诉求
就是社区工作者的工作方向。赵志强
挂在嘴边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社区居
民无小事，群众事情是大事，守初心、
担使命，我们基层党员干部就是要为
群众办实事、解民忧。”

拆除私搭乱建、清运石块砖头、平
整坑洼土地、栽种花花草草……连月
来，沈家营镇马匹营村党支部书记侯
春栓带着村里的环境整治队伍“地毯
式”开展环境整治工作，让村庄从“面
子”到“里子”都焕然一新，获得了村民
交口称赞。

曾经，马匹营村的人居环境是每
一位村民心中的一根刺，每每提起，总
是让人忍不住叹气。当时，马匹营村
内私搭乱建、乱堆乱放顽固问题严重，
每逢检查必定挂账；村民环境意识薄
弱，街角垃圾遍地、污水横流；环境问
题 矛 盾 重 重 ，“12345”经 常 被“ 下
单”……看着环境问题“病入膏肓”的
马匹营村，侯春栓的心情非常沉重，他
打定主意，一定要下大力气整治好村
内的人居环境，让村民拥有舒适的生
活环境。

今年4月，沈家营镇正式吹响了人
居环境整治的“号角”，全镇统一制定
了环境整治方案，细化了任务、明确了
各村整治的目标和责任，把人居环境
建设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

侯春栓紧紧抓住这次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机遇，积极响应，号召全村党员

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头参与拆
除私搭乱建、乱堆乱放工作。在他的
带领下，全村村民积极投身到了整治
工作中，纷纷配合工作人员拆除了自
家的私搭乱建、村边的旱厕和窝棚等，
清理了村中的杂物、垃圾。与此同时，
侯春栓还带领工作人员恢复了村周边
的林地面貌，禁止村民在此乱倒生活
垃圾和建筑渣土，并在路边种上花
草。由村内党员干部组成的环境整治
队伍也会每天定时、定点巡逻，协助村
内环境管理员排查环境问题，一经发
现，立即派人清理，保持村庄环境整
洁。很快，曾经长期困扰马匹营村人
居环境的“硬钉子”就被一个个拔除，
全村人居环境得到了极大提升。

不仅要干净整洁，还要环境优
美。在清理私搭乱建和乱堆乱放的同
时，侯春栓根据马匹营村的特点，在提
升村庄环境美感上动心思、下功夫，为
村子定制了专属“整改方案”。

马匹营村南有一个令人头疼的破
旧篮球场，不久之前，这里曾是破旧家
具、砖头柴草等杂物的聚集地，各种杂
物堆成一座座小山，遍地垃圾，让人望
而却步。可侯春栓没有却步，他带领

村党支部齐心协力“拔钉子、治顽疾”，
挨家挨户做工作，劝说村民搬走自家
杂物……最终，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
间，侯春栓就将篮球场上的杂物全部
清理干净，并将篮球场地面进行了平
整修复。修复完成后，这处脏乱的环
境难点变回了活力无限的乡村运动
场，五颜六色的花卉和绿植点缀在周
边，将村庄装扮得越发美丽。不少村
民闲暇时，都会到这里晒太阳、做运
动，欢声笑语回荡在篮球场上，令宁静
的小村落洋溢起勃勃生机。

如今，仅过了短短半年时间，马匹
营村的村容村貌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走进村内，水泥铺设的乡村小
路平坦整洁，道路两旁繁花似锦，处处
是绿植。村边，郁郁葱葱的小树林令
人心旷神怡。篮球场上，村民一边活
动身体，一边闲话家常……一幅幅美
丽乡村的美景就这样跃然眼前。在 9
月的美丽乡村环境验收中，昔日的环
境“钉子户”马匹营村，摇身一变成了
令人羡慕的“满分村”。看着眼前的美
景，侯春栓无比骄傲，他说：“做好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就要从党员做起，从我
做起、从点滴做起，不放过任何一个死
角，不放松任何一个环节，才能将人居
环境全面整治到位。”

“满分村”的好成绩并没有让侯春
栓放松要求。今年9月底，马匹营村迎
来了丰收的时节，各家各户都忙着从
田地里收玉米。往年，村民都会把玉
米囤放在自家门口，可今年马匹营村
刚刚完成了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村民
家“无处安放”的玉米囤又给村内环境
长效保持提出了不小的挑战。

为巩固环境整治成果，杜绝乱堆
乱放，侯春栓带领村党支部统筹协调，
在村南空地划出了一片停车位，要求
村民将玉米囤按车位码放整齐。就这
样，往年到处“堵”的玉米囤华丽变身
成了马匹营村里一道新的风景。侯春
栓站在黄灿灿的“民心囤”前，心里越
发自豪。

“未来，我们会继续推进村内环境
整治提升工作，将村里的好环境保持
下去，让人居环境‘整’之于民，‘美’之
于民。”侯春栓说。

图为赵志强在社区内捡拾垃圾 吴佳蒙摄图为侯春栓在村内查看玉米囤放情况 王子尧摄

村居整治干部当先 环境美化再获提升
本报记者 董明昊 通讯员 王珺

老“恒生”的“新生”记
本报记者 董明昊 通讯员 李洪涛

提起恒生市场，不少延庆市民脑海中就会浮现出这样一
个景象——浅蓝色的主楼、热闹的院落、热情的摊贩……这
座于2000年正式投入使用的延庆老牌市场以产品种类丰富、
物美价廉、位置方便而广受市民喜爱。但是，随着时间的流
逝，恒生市场内部分基础设施陈旧、经营环境混乱等问题也
浮现出来。今年9月，经过改造提升的恒生市场在广大市民
面前惊艳亮相，一扫往日沉疴，“刷新”了市场在广大市民眼
中旧有的形象。经过3个月的运营，全新的恒生市场经受住
了消费者的检验，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如今，恒生市场的主楼内，曾经杂乱不堪的小摊位早已
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个被玻璃和挡板分割而成的

“单间”。崭新的玻璃和地砖明亮整洁，经过重新划分的经营
格局更加便于市民购物，日用百货、服装家具一应俱全。穿
梭其间，感觉如同在逛市区内的大型商场一样。而在位于市
场西侧的副食厅内，空气中弥漫着食品和调料的香味，翠绿
新鲜的蔬菜整齐地码放在柜台上，分割好的肉类静静地放在
冰柜中。院子里，新鲜的水果早已摆上商贩的柜台，院内道
路宽阔平整，人流穿梭如织……整座市场看起来整洁、美观、
规范，市场环境获得了极大提升。

“我从小就经常在恒生市场买东西，这么多年过去了，我
长大了，恒生市场却变‘老’了。”市民雷丁说，“如今，恒生市
场重新改造装修后，环境变得特别好，购物的时候就好像在
大商场里一样！”

据了解，恒生市场改造工作于今年6月启动，9月正式完
成。在此期间，恒生市场对自身的安全设施、交通环境和经
营环境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改造，竭尽全力为市民构建安
全、舒适的购物环境。

在交通环境方面，恒生市场重新规划了院内停车位，将
停车位扩展至120个，充分满足市民停车需求。同时，还对市
场内道路进行了修整，画出明显的消防通道，禁止商户占用，
并在市场各入口处安装了阻隔器和栏杆，有效阻止自行车、
三轮车的进入。此外，市场专门在市场外侧设置了自行车停
放区域，安排专人负责，不仅保证了市场内道路和消防通道
的畅通，也减少了市场内的车辆剐蹭事故。

恒生市场在规范经营秩序方面也下足了力气。过去，恒
生市场主楼和副食厅的经营格局划分并不明确，经营不同品
种货物的摊位互相交错、分布混乱，不少顾客在挑选商品时
往往需要跑遍大半个市场，才能将售卖同类商品的摊位走
全。如今，恒生市场对市场内的经营业态进行了调整规划，
将主楼和副食厅内的商户重新分行划市，将同类商户统一安
排在同一区域，减少了市民寻找商品的时间。

恒生市场还对市场内的经营行为进行了规范，加强了市
场内的保洁力度。副食厅严格按照商品种类进行分区，并安
装空调、排风系统，使室内空气流通，环境舒适。此外，恒生
市场还组织部分曾在市场内露天经营的散户入厅经营，对低
端散户进行疏解，确保食品经营环境干净卫生。在经营过程
中，市场要求商户诚信经营、明码标价，杜绝欺诈行为的发
生，努力为顾客构建舒适的购物环境。

“如今，我们的市场经营环境变得更加干净、整洁，我们
经营的时候也很舒心。”恒生市场商户耿翠微说，“好多客人
都说，现在我们的市场环境特别好，来了还想再来！”

除了打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和舒适的购物环境，在本次改

造过程中，恒生市场还对自身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了整改，
对部分陈旧的安全设施进行了更换和保养。

恒生市场建于20年前，部分施工标准已经不符合当下的
安全要求，且部分基础设施老化严重，上下管道漏水等问题
困扰着经营者。在改造过程中，市场将副食厅内不符合消防
安全要求的顶板和围板全部更换为防火材料。同时，新安装
了部分消防设施和烟感、温感报警器，确保市场内消防安全。

“市场是人员密集场所，一旦发生火灾，将对市民的人身

和财产安全造成极大威胁。”恒生市场工作人员王长存说，
“在本次改造过程中，我们不仅注重市民的购物体验，也在努
力为市民构建安全的购物、经营环境，让大家高兴而来，满意
而归。”

据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改造提升后的恒生市场业
态布局更合理、商品种类更齐全、环境秩序更有序，能更好地
满足周围居民的日常消费。除恒生市场，今年，我区还建设、
提升了34个便民网点，满足市民购物需求，提高了市民的购

物体验，全面提升了延庆的商业品质，是全区推动“七有”落
实、满足市民“五性”需求的具体举措，增强了市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

下一步，区商务局将继续开展便民网点的建设提升工
作，预计明年全年将建设、提升27个便民网点，基本实现便民
商业设施社区全覆盖。同时，提升商业网点的连锁化率，推
动万达和永辉超市等连锁品牌进驻，方便生活，为延庆市民
带来更高质量的购物体验。

整齐划一的摊位 董明昊摄

大门口的人行道闸 董明昊摄

干净整洁的购物环境 董明昊摄 同类商品一站选择 董明昊摄

划分有序的停车位 董明昊摄

安全整洁的通道 董明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