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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街头那一抹靓丽的蓝色

常青藤便民服务队

开展“雷锋日”活动

中门花园社区

举办庆“三八”健步走

传承红色经典 弘扬历史文化

加强宣传力度 预防煤气中毒

龙山家园四区电动车长期占用公共活动空间。▲
石门营四区4号楼前垃圾桶外垃圾无人清扫。

▲

良言/摄
制作传统灯彩 体验非遗文化

龙山家园四区2号楼东侧堆积杂物。

石门营四区1号楼侧有废旧家具。

▲

▲

本报讯（记者 李倩 通讯员 路珊
珊）3月5日，乍暖还寒的初春，我区
街头活跃着这样一支队伍，他们身着
统一的蓝色服装，用志愿服务的热情
温暖了这个春季，他们就是我区网格
化城市管理巡查员。

平日里，他们是城市管理工作的
“千里眼”和“顺风耳”，每天奔走在全
区的大街小巷，及时发现上报环境卫
生、无照游商、城市基础设施破损等
市容市貌问题，助力各部门第一时间

处置解决，确保城市平稳高效运行，
为大家营造一个整洁、美观、和谐、宜
居的生活环境。

当天，30余名网格员从城市问题
的发现者化身为解决者，结合日常巡
查中的问题集中点位，在大峪、城子、
东辛房、龙泉、永定和军庄6个镇街
开展了志愿服务活动。期间，清理非
法小广告300余处，清除了城市“牛
皮癣”；对石泉公园内烟头、矿泉水瓶
等遗弃垃圾进行了集中清扫，使公园
更加干净整洁；劝导梨园社区等地商

户清理堆置杂物和违规广告牌匾6
处，并对滨河公园内散发非法广告人
员予以劝离。

此外，网格员们还来到了清颐养
老院和永定敬老院，教老人们使用智
能手机和微信，让老人们能够通过手
机时时和家人联络，丰富日常生活。
队员们积极发挥个人专长，为老人们
推拿按摩、理发，陪老人们唱经典红
歌。老人们脸上洋溢的笑容，就是对
网格员们最好的评价。

“网格员学雷锋不仅要在3月5

日这一天，更要体现在时时刻刻。
要从小事做起，认真履职，力所能及
的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用实际行
动让我区的天更蓝、水更绿、城市更
美好！”正如网格员张玉斌所说，我
区网格化城市管理巡查员将进一步
发挥“啄木鸟”作用，及时发现化解
各类城市管理问题，排查城市运行
隐患，助力各级部门前瞻性地开展
工作，主动处置化解民生诉求，为打
造“绿水青山门头沟”城市名片做出
积极贡献。

本报讯（记者李倩）3月5日上午，
龙泉镇峪新社区开展学雷锋志愿服
务活动。

记者在现场看到，活动室内，社
区志愿者服务队的队员们忙得不可
开交，拉横幅、摆桌椅、准备工具……
活动室外，也早早就排满了社区百
姓，等待着活动的开始。

该社区相关负责人金春艳告诉
记者：“我们今天的服务内容包括义
务磨剪子、磨刀、理发、染发、裁裤边、
中医诊脉、测血糖血压、法规政策宣
传等，意在养老助残，方便小区居民
的日常生活，同时结合当下的重点工
作与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相结合，让
党员与居民相融合，互帮互助，形成
良好的社区风尚。”

记者了解到，峪新社区的学雷锋
活动是一项长期且固定的服务项目，
自两年前社区志愿者服务队成立之
后，每个月的5号都会开展义务服务，
通过居民主动走出来与入户走进去
服务相结合，增加服务面辐射与扩
展，切实为社区居民和特殊群体提供
实实在在的服务。

此次活动持续了 3个多小时，社
区居民赞不绝口。活动室内欢声笑
语，一片祥和。刘锡珍阿姨高兴地对
记者说道：“今天的活动很好，特别方便
我们社区老人，希望以后经常组织。”

“这次活动不仅使我们这些志愿

者得到了不同寻常的收获，用实际行
动体会到为人民服务的快乐，更重要
的是在我们的行动号召下，调动了更
多的社区党员、居民加入志愿服务行
列，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更多地去
关爱社会、关心他人，不断扩大学雷

锋活动的社会影响。”志愿者李爱景
说。

今后，峪新社区将在做好原有义
务服务项目的基础上，积极拓展思
路，开发新的服务项目，更好地为社
区居民提供优质的服务。

本报讯（记者谢琪锦）3月5
日是学雷锋纪念日，妙峰山民
族学校携手区电影发行服务中
心，成立“红色文化 电影传承”
教育基地，将红色经典影片引
进校园，传承经典

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播
放前，电影主人公乔安山的孙
女乔娇婷向学生们简单介绍了
雷锋的事迹。随后，孩子们全

神贯注的观看着影片，深入地
走进了雷锋的精神世界，也深
刻认识到“雷锋精神”的平凡而
伟大。

据了解，学校成立的“红色
文化 电影传承”教育基地，每月
会根据重要节点和学生年龄特点
选择影片内容，通过电影这一载
体，以一种全新的途径让孩子们
了解革命精神，传承红色文化。

本报讯（记者 闫吉）近几天
气温虽然有所回升，但昼夜温
差依然很大，为提高煤火取暖
用户安全防范意识，防止发生
煤气中毒事故，龙泉镇琉璃渠社
区居委会干部及时走访居民和
流动人口，进行安全隐患排查。

工作人员每到一户，都要
张贴安全提示，向他们宣传预
防煤气中毒相关知识。并检查

了炉具、烟筒、弯头、烟道、通风
设施的安装情况，对检查中发
现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及时排
除安全隐患。

入冬以来，琉璃渠社区居
委会和警务站工作人员通过多
种方式向百姓宣传预防煤气中
毒相关知识，时时刻刻的提醒
百姓提高安全意识，注意取暖
安全。

本报讯（通讯员董立霞）为
喜迎“三八”妇女节，进一步活
跃妇女业余生活，提升妇女身
体素质，3月6日上午，大峪街
道中门花园社区组织开展了
以“庆三八展风采 幸福与健康
同行”为主题的活动。此次活
动共有260多人参加。

活动中，居民们在锣鼓声
中踏着春意，开始了健步走活
动。此次活动路线从中门花
园社区一期门口出发,到达中
门寺南观园折返点后返回中
门花园社区一期门口为全程，
全长4公里，其间大多为上坡
路程。

活动中，居民们迈着矫健
的步伐，沿着活动路线的道
路，个个精神抖擞，意气风
发。享受着亲近大自然带来

的愉悦和运动带来的快乐。
在归来的时候每个人的脸上
都带着笑容，头上带着汗珠。
但是没有喊累的，纷纷交流着
健步走的心得和经验。活动
结束的时候，不时有居民对今
年“三八”节的系列主题活动
表示好评。居们们表示，活动
充分展现了妇女健康向上，积
极进取的巾帼风采，大家用脚
步丈量健康，亲近自然、陶治
身心、加强交流，增进友谊。

通过此次活动，使社区居
民们既锻炼了身体，又愉悦了
心情，增进了社区居民之间的
交流，同时也增强了大家锻炼
身体的意识。更使社区居委会
不断摸索服务大众开阔了新思
路。展示了巾帼的精神风貌，
推动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

本报讯（通讯员 王福冬）为
完善公共文化活动供给，让辖
区居民了解民俗文化，体验传
统手工艺的魅力，近日，王平镇
开展了传统灯彩手工制作活
动，吸引辖区群众 40 余人参
与。

本次活动特别邀请“灯笼
张”传承人余光亮现场讲解制
作。余老师手把手传授大家中
国结的编织手法，边制作边讲
解，教大家搭框架、裱红纸，大
家互相切磋手艺，欢声笑语不
绝于耳。很快，一个个形象的
小灯笼就制作了出来。

据了解，传统灯彩是我国
古时灯具的一种，与中国人的
生活息息相关，从分类上可以
分为宫灯和民俗灯两大类，因
宫灯最早只用于宫廷，因此材
料考究、工序复杂、工艺精细、
制作严谨。民俗灯笼具有较强
的民众性，样式新颖，种类繁
多。

通过此次活动，不仅丰富
了居民的文化生活，更让大家
体验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
魅力。今后王平镇将依托镇文
化中心，继续开展形式多样的
文化服务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梁有福)3月
5日一大早，大峪街道月季园二
区社区常青藤党员社区便民服
务队开展了“雷锋日”便民活
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为居
民换纱窗、修理纱窗、磨菜刀、
理发，还为居民修理案板、锅盖
等项。天气虽然很冷，有的志
愿者却忙活了一身汗。需要服

务的对象多为老年人 、残疾
人。他们还上门为老年人、残
疾人更换纱窗、理发等服务。

据了解，该服务队从 2016
年开始，以每年的 3月 5日为起
点，直到11月份，每月坚持为居
民服务 1-2次。志愿者们为构
造和谐社区、弘扬雷锋精神、

“创城”贡献了自己的一份爱
心。

学雷锋 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 屈媛）67岁老人柳
某，自己的手机被装修工人盗窃后，
对装修工人怀恨在心，寻机盗窃四
名装修工的手机4部，价值4000多
元。没过多久，柳某在某小区行窃
时被发现，并被及时赶到的民警抓
住。公诉机关以柳某犯有盗窃罪向
区法院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查明
柳某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据
相关法律判决柳某有期徒刑一年，
并处罚金1000元。

2月 19日庭审现场，柳某面对
自己所犯的错误供认不讳，并对公
诉机关的指控表示认可，他自己表

示，自己都这么大年纪了，犯这个错
太低级，应该好好认罪，该赔偿就赔
偿，出去以后不会再犯，回归家庭，
过好自己的老人生活，希望法官给
予从轻处罚。

记者了解到，被告人柳某的手
机被装修工人盗窃后，对装修工人
便怀恨在心，伺机报复的动机由此
产生。于是他分别于 2018 年 9 月
11 日 16 时许、2018 年 9 月 26 日
16、17时许，在我区某小区内趁被
害人檀某、漆某、郏某、李某装修施
工不备时，将4名被害人放在客厅
的4部手机窃走。经鉴定，被盗手

机价格共计人民币4000多元。其
中，被告人柳某将两部手机以人民
币700元价格卖给收废品人员。

没过多久，柳某又动起邪念
了。2018年 10月 31日，柳某在我
区某小区盗窃手机时被发现，后被
及时赶到的民警抓获。公诉机关
经过调查认为，被告人柳某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
数额较大，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
实、充分，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

法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
人柳某犯有盗窃罪的事实清楚，向

法庭提供的被害人陈述、书证、到案
经过证明材料等证据，经当庭宣读
质证，确实、无误，可以作为定案的
依据。被告人柳某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
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罪名成立，应
依法惩处。考虑到被告人柳某到案
后可以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当庭自
愿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又考虑
到被告的家属能帮助其积极赔偿被
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可酌情
从轻处罚。依照相关法律判被告人
柳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罚金人民币一千元。

本报讯（通讯员 王福冬）为
进一步丰富地区百姓的文化
生活，3月7日上午，王平镇举
办“爱满京城——打造绿水青
山新王平”文艺演出。

本场节目精彩纷呈，舞
蹈、歌曲、相声、传统戏法节目
穿插进行，演员们精神饱满、
舞姿优美，时而活泼、时而动

感的表演，营造了良好的演出
氛围，赢得观众的阵阵掌声及
一致好评。共 150 余人观看
演出。

演出节目不仅精彩纷呈，
而且意义深远，寓教于乐。本
次演出对培育乡风文明、打造

“绿水青山门头沟”的城市名
片起到了良好的宣传作用。

王平镇举办文艺演出

手机被偷报复社会 专偷工人被公诉

峪新社区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峪新社区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