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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19日讯(见习

记者 林媛媛) 第六次人口

普查摸底行动正在紧张地进

行当中。不少普查员表示，

普查过程中，入户一直是最

大的难题，尤其是高档社区
比较难进。

18日，市中区杆石桥办

事处的普查员陈女士告诉记
者，此次摸底过程中，在开

放社区进行的摸底还算比较

顺利，大部分居民都比较配

合，难度最大的就是封闭的

高档社区，进院门就很难，

进家门更是难上加难。

普查员高丽荣在普查某

机关家属院时，几次被居民

拒之门外。虽然已经明确表

示自己普查员的身份，但是

对方仍然拒不开门，有的也

只是丢下一句“我们家的情
况没有变化，你自己去派出

所抄个底就行”。小高说，

遇到这种情况，他们也无可

奈何，敲不开门也不能隔着

门跟他们理论，只能暂时放

弃，然后通过跟居委会沟通

再想其他办法。

普查员小周则是屡屡在

高档小区门口被拒。不少保

安称为了小区居民的安全，

不能随便让人进入，不过他

们可以帮着把人叫出来让普
查员调查。于是，保安挨家
打电话让每户带着证件到门

口进行信息登记。小周说这
样给普查带来很大的障碍，

如果不亲自入户，很难得到

准确的住户数量信息。像这
样的情况，他们还需要经过

沟通再次调查。

陈女士分析说，这类居

民大多数对自己的隐私更加
重视，这在以前的一些普
查活动中也一直是难点。

不过普查办公室一般都会

通过与物业或者相关单位
沟通协调，做居民的思想
工作，保证最终把普查工

作做好。

随着第六次全国人口

普查启动日期日益临近，人

口普查成了现在街头巷尾
人们热议的话题。同样，在网

上很多网友也在对这一事件
进行着讨论，其中“要不要专

门在家等着上门普查”成了

不少人非常关心的话题。

网友“夏朗哉”：

他们几点来啊？来几个

人啊？都需要准备什么证件

啊？上班不在家怎么办？达

人给解答一下。

网友“苜蓿草”：

白天都上班去了，晚上

的话在家的可能性还比较

大。

网友“他他他”：

晚上我也不在家，一般

在外面吃完饭回家就得十

点多。

网友“灰太狼”：

前几天还听说有人假

冒普查员去家里骗老头老

太太，我跟我爹妈说甭给开

门，爱谁谁。

网友“sleeperzlp”：
从来没参加过人口普

查 ，还有点期待……呵

呵……啥时候来我家啊？

网友“luanzhe”：
我们小区已经入户普

查了，无需白天留人，晚饭

后入户。

网友“一方37”：
我也有此疑问呢，看来

人口普查还是挺人性化啊。

网友“拖油瓶”：

我下周一周不在，会不

会错过普查啊。

网友“kelvinzhang”：
我家星期天晚上已经

普查完了。可快了，几分钟

的事，填个表而已……

网友“小陆@星河”：

我们小区是15日开始

入户登记，没有电话通知，

但是提前很长时间就在小

区里贴上了通知，还给每户

发了封信。如果家里没人，

他们会在家门上贴便条，随

时联系或预约时间上门登

记。

见习记者 林媛媛 整理恶狗扑来吓出一身汗

骂声袭耳就当没听见

在全福街道人口普查办公

室，毕思超正忙着帮助核查摸

底得出的户主姓名底册，而他

在这次普查中的角色是“普查

指导员”，原则上与普查员有所

区别，但实际工作中却几乎与

普查员无二，人手不够任务多

时也得入户查访。“有些社区的

工作人员是普查员和指导员一

肩挑。”毕思超告诉记者。

“85后”的毕思超今年刚参

加工作，可谈起“六普”已然是

个行家了。有一次，他到山东汽
车城后面的一家早点摊入户查

访时，人家养的大型犬“出其不

意”地朝他扑来，好在紧邻的工

程队工人上前按住了恶犬，毕

思超这才躲过凶险，“直接愣住

了，吓出一身冷汗”。他说，入户

中啥事都能遇得上。

他告诉记者，桑园南社区
的普查员兼指导员江玉明，负

责东兴寓城小区的普查工作，

为了能找到一位住户，早上六

点多就到小区里“堵人”，晚上

等到十一二点。这样的事儿，航

运路社区的一位社区党支部书

记老董也经历过，“人家下班回

家了，我们就上岗入户。”毕思

超说。

起早贪黑这都不算啥，有
时候遇到不理解的居民，不仅

敲门不开甚至还会传出骂声。

“挨骂肯定会遇到，但幸好是少

数。”全福街道人口普查办公室

副主任王诗美说，居民也可能

有特殊情况或者不理解，“我们

只能隔着门耐心解释，绝大多

数居民还是很配合的。”

入户不仅要“靠嘴”

对体力也是考验

在南全福小区东区，住在

这里的王营前一段时间曾跟随

桑园南社区的人口普查员体验
了一次入户查访。“累！挨家挨

户地敲门，没电梯的还得爬楼

梯。”王营说。桑园南社区的普
查难点之一就是东兴寓城小

区——— 一处新建封闭式小区，

“住户哪里人都有，甚至互不认

识，是典型的新社区”。

王营说，体验当天从晚上6

点到9点，她跟着社区普查员对

东兴寓城最南边一栋楼进行入

户普查，“先坐电梯到顶楼，再
逐层往下敲门，这就得走楼梯
了。”她体验的这个时间段正值

居民下班回家，而普查员只能

加班入户，“他们(普查员)很多

都顾不上吃晚饭，最晚一般持

续到晚10点多钟吧。”即便如

此，这两三个小时里也只完成

了一份表格的信息登记，更多

的是敲开邻居的门了解周围住

户情况。

而在王营居住的南全福小

区东区，都是六七层无电梯居

民楼，普查员只能爬楼梯上上

入户差点被狗咬 起早贪黑忍骂声

“人口普查员，这个
本报记者 赵恩霆

本报10月19日讯(记者

殷亚楠) 大明湖街道南

北历山和舜井两社区共有

3000多户居民，可人口普

查摸底却仅用4天就全部完

成。原来，这俩社区都属

拆迁社区，实际住户仅有

十分之一，再加上前期进

行的“户籍整顿”，给他

们普查摸底帮了大忙。

很多社区的人口普查

只做了一半，南北历山社

区和舜井社区的人口普查

工作竟已做完。19日，记

者在南北历山社区居委会

得知这一信息时吃了一

惊 。原来 ，该社区居民

2008年时都因大明湖新景

区建设拆迁搬走 ，目前

1100多户居民只是户口放

在这儿。居委会主任官秀

英说，人口普查以实际居

住地为准，所以这个社区

就不需要了。

同时，官秀英还负责

着舜井社区居委会的工

作，舜井社区的八成居民

因解放阁舜井片区拆迁搬

走，如今也只剩下300多

户。“按照人口普查只需

对10%的实住居民进行入

户的规定，我们只要对36

家进行入户就行。”官秀

英说，上周五街道开了会

后 ，他们就抓紧时间准

备 ，趁周末居民在家的

多，他们加班入户，两个

社 区 人 口 普 查 共 用 了 4

天。

其实，早在几个月前

他们进行户籍整顿时，就

把所有居民的联系方式都

找到并留好了 。普查摸

底时 ，他们先给居民打

电话预约入户时间 ，然

后再登门入户 ，为普查

员节省了不少时间和精

力。

格网友热议“人口普查”

“人口普查要专门呆在家等他们？”

3000多户居民，4天就摸底完毕

拆迁社区“户籍整顿”帮大忙

人口普查员感叹入户难

高档小区门真难进

下下。她认识这个社区的一位普
查员，“有几次晚上快10点了在
小区里碰见他，刚结束当天的普
查。”王营说，普查不只是嘴皮子

活儿，也是个体力活儿。王诗美

告诉记者，在全福街道平均每位
普查员覆盖70-80户居民，但最

多的一个人要负责140-150户，

“得反反复复地去跑那些敲不开

门的”。她告诉记者，有位普查员
在摸底期间当了父亲，可孩子刚

出生他也顾不上，只能在家和普
查对象间奔忙。

新建小区入户最难

普查用上电子地图

从今年7月开始，王诗美作

为全福街道人口普查业务的负

责人之一，已经开始为普查忙

前忙后，先后组织了两轮普查

员培训。而在十年前，2000年

她也参加了第五次全国人口普
查工作，当时她还是洪楼镇的

普查员。经历过两次普查，让

王诗美印象深刻的是，入户查

访比上次明显难了，“居民的权

利意识和隐私保护意识增强
了，这给入户带来一定的难

度。”

由于人口流动性增大，越

来越多的“人户分离”也给入

户查访带来不少难度。“有的

人住在这，可户口在别处，也
有相反的。”王诗美介绍说，

全福街道的户籍人口为4 . 1万

多人，而第一阶段初步摸底后

却得出了6 . 7万多人的现住人

口情况，可见人口流动性之

大。她说全福街道很有代表

性，老村居、新建居和厂企居

都有，比较而言新建小区的入

户难度最大，“大多是外来住

户，谁都不认识谁，找邻居了

解情况都难”。

不过，有难度更有破解之术

减少漏登的发生。王诗美告诉记
者，“六普”引入了卫星电子地

图，这张图每一栋大小地面建筑

全部囊括，每栋建筑还会标注

详细户数等信息，普查员要跑

到每栋楼每一户，“这样漏登

的情况就大大减少”。而在十

年前的“五普”中，王诗美和其他

普查员们则是靠着步行走街串

巷，然后手工绘制普查地图逐楼

逐户查访。十年的变化，由此可

见一斑。

活儿不好干”

还有不到半月，十年一次的全国人口普查将正式拉

开序幕。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六普”)前期，第一

阶段的初步摸底已于9月下旬开始，目前已进入最后扫

尾期。

在历城区城郊接合部的全福街道，440多名普查员

和普查指导员，夜以继日地入户查访。其间，吃闭门

羹、差点被狗咬、居民不理解的抵触甚至骂声，他们经

历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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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普查需要大家支持。（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