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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工程”公益行 万名白内障患者受益
本报讯（记者 杨铮）今年三月

初，区红十字会牵手华润集团，为
500位贫困家庭的白内障患者免费
完成复明手术。近日，首批5位患者
已在北京京煤集团总医院康复出院。

在京煤集团总医院的眼科检查
室里，医生正在为患者拆开纱布测试
术后视力。十几个小时前，这些患者
还饱受白内障的痛苦，从患病到现
在，这是他们第一次清晰地看清眼前
的景象。

“那感觉就是，看哪儿都特别亮，
整个世界都变了样儿，原来是模糊的
一层纱一样，现在就特别清晰、特透
亮，就像一个崭新的世界一样，这是
我发自内心的感受。”一位免费手术
患者说道。

据了解，白内障占致盲眼病的
25%到50%。治疗白内障最有效的
方法是手术，通过手术的治疗绝大多
数患者能恢复视力，改善生活质量。
但较高的手术费用，让很多贫困患者

得不到及时治疗，从而影响正常生活。
北京京煤集团总医院眼科主任

畅立斌介绍：“我们具有非常丰富的
治疗眼科疾病的经验，这次的红十字
会的项目，也是由我们的专家团队来
完成的，在过去的几年中呢，每年都
有完成白内障、玻璃体手术近千余
例，为大量的患者带来了光明温暖。”

“温暖工程”是区红十字会专为
贫困家庭患者治疗白内障复明手术
的公益项目，在我区各镇村进行筛

选，为符合条件的贫困患者进行免费
手术治疗。截至今年，这项公益活动
已开展10年，我区近万名白内障患
者受益。

区红十字会秘书长周春峡介
绍：“这个公益项目是连接着温暖，
连接的信任。我们一定把这些公益
的基金，切实地用到老百姓身上，通
过红十字组织还将继续的深入做下
去，联络更多的医疗单位参与此项
公益活动。”

本报讯（记者 陈凯）近日，
由区委组织部、区党校联合举
办的2019年春季干部培训班
正式开班。来自全区各机关单
位的64名党员干部，通过现场
体验、课堂教学的形式，开展近
30天的学习培训。

在妙峰山镇平西情报站，学

员们在解说员的带领下，参观了
馆内陈列的实物、照片等资料，
重温了全国抗战形势以及平西
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过程，
缅怀为中华民族独立而浴血奋
战的先烈们。随后，学员们还重
走了情报小道，感受战争年代
情报工作及情报人员的艰辛。

春季干部培训班学员
参观平西情报站

本报讯（记者 马燊）今年，
我区认真落实环境保护“党政
同责、一岗双责”制度，聚焦重
型柴油车、扬尘、餐饮等大气污
染治理重点，保持执法处罚高
压态势，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
任，全力守护首都西部生态屏
障。

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
我区累计淘汰转出高排放机动
车856辆，检查重型柴油车5
万余辆，处罚8246起。超额完
成市级下达一般制造业企业退
出2家指标任务，动态清零6
家“散乱污”企业，建设44个镇
街级粗颗粒物监测站点，查处
涉及扬尘治理相关案件 515
起，共罚款480.8余万元，完成
5个村煤改电工作。同时，进
一步加强水污染防治，全年新
建污水管网140公里，组织实

施门头沟区农村污水处理设施
PPP项目，80个处理设施已进
场施工，其中31个村庄的40
个处理设施已完工。

此外，区相关部门还加大
了执法检查力度，累计检查排
污单位 1425 家次，立案处罚
20起，罚款148.8万元；检查重
型柴油车5万余辆，处罚超标
排放重型柴油车8246辆。；检
查加油站897座次，处罚加油
站4起，罚款11万元；对检测
场采取驻场方式，巡检检测场
270场次，检查检测车辆1.65
余万辆；检查非道路施工机械
590台，处罚42台，罚款21万
元。在整改过程中，我区主要
通过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
攻坚战和强化环境监管执法，
实现提升我区环保、生态质量
的目标。

落实整改督察问题
打造良好生态环境

本报讯（通讯员 张士春）4
月9日，乍暖还寒的初春，伴随
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在京浪岛
公园内开展的宪法宣传的热情
却丝毫不减。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的母
法是什么吗？”

“宪法。”
“重庆公交坠江事件您肯

定听说过，那殴打司机的女乘
客触犯了哪些法律呢？”活动现
场，律师与出租车司机朋友们
进行热情互动。“这种司乘冲突
事件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我
们最容易想到的是刑法，比如
故意伤害罪、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其实，从宪法的
角度出发，她至少是侵犯了司
机的人格权。宪法像保护伞一
样，赋予公民一些基本权利
……”围绕重庆公交坠江事件，
律师耐心细致地为出租车司机
朋友们以案释法。

这是我区司法局、区交通

局联合在京浪岛公园举行的
“宪法进万家”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共设置宪法微课堂、扫码
兑换礼品、法律咨询、发放宣传
资料等几个环节，向区内个体
出租经营者、银建出租公司经
营者近百人宣传宪法、交通安
全、国家安全、扫黑除恶、法律
援助等法律知识。

“我们司机经常要和乘客、
其他司机打交道，保不齐就会
发生点冲突，听了律师的分析，
感觉守法才能底气足，咱们的
合法权益有宪法和法律保护着
哩！”一位司机颇有感触地说。

“宪法宣传是我们今年的
重点任务之一，我们将在去年宪
法宣传基础上，发动各普法成
员单位，在全区继续集中开展

‘宪法进万家’主题宣传活动，
通过线上线下宣传的以案释
法，让文本上的宪法落下去、活
起来，推动宪法精神深入人心。”
区司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宪法进万家”宣传进行时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面临以国庆安保为主线
的系列重大活动安保任务。为进一步有效预防和减少重
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全力维护辖区交通安全形势持续
稳定，创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按照公安部、
北京市交管局《2019 年预防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工作方
案》和全国公安机关打好公共安全治理仗的部署要求，门
头沟公安分局交通支队通过督导检查，对2019年第一季度
因履行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制度不到位，发生所属车
辆、人员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超过控制指标，并被门头沟区
公安分局交通支队采取禁止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措施。
现对2019年第一季度交通安全隐患单位予以公布：

1、北京天龙燃气有限公司
2、中铁三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3、北京海峰新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
4、北京鑫达天洁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5、北京翔越同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6、北京惠民腾达机械施工有限公司
7、北京九洋松浩租赁有限公司
8、北京美廉美连锁商业有限公司
9、北京春溢通搬家有限公司门头沟分公司
10、北京华人兄弟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门头沟公安分局交通支队
2019年4月8日

门头沟区2019年第一季度
交通安全隐患单位名单

区医院药物咨询窗口开放区医院药物咨询窗口开放
为患者提供专业用药指导为患者提供专业用药指导

本报讯（记者 屈媛）近年来，随
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高血压、
冠心病等各种基础疾病的患病率不
断上升，患者每天需要服用的药物也
随之增加，许多患者希望深入了解药
物的使用方法、禁忌及不良反应等知
识。为此，区医院在门诊药房开设了
药物咨询窗口，为患者免费提供专业
用药指导。

在药物咨询窗口，记者看到，不
少市民正排队等待咨询用药问题，药
师也在耐心地和患者进行交流，解答
各种疑惑问题，并且会针对药物不良
反应、药物相互作用等来对患者进行
指导。

药剂科主管药师李露露介绍：“药
物咨询窗口每天由经验丰富的副主
任药师、主管药师及临床药师轮流值
班，为广大市民提供药物的安全性、
药物的有效性、药物的经济性等问题
的咨询工作。”

记者了解到，由于医院门诊量
大，药房窗口发药工作繁忙，药师一

般向患者交代药物基本用法用量后，
没有充足的时间详细的解答患者的
各种问题或疑惑，对患者进行科学的

用药指导。在这些因素下，药物咨询
窗口就显得尤为重要，咨询药师在回
答咨询时认真、详细、耐心，也能极大

提升患者的就医幸福感，促进构建和
谐医患关系。

“我觉得这个窗口非常好，我拿
完药有什么不明白就来这儿咨询，医
生给我解答的特别全面，一听就都明
白了，还不耽误药房给其他患者发
药。”刚刚咨询完用药注意事项的曹
大爷说。

据了解，区医院的药物咨询窗口
开设在新楼一层大厅门诊药房3号
窗口，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到四
点开放窗口，为市民提供药物咨询服
务。同时，药物咨询窗口也是区医院
老年患者用药专用服务窗口，为老年
患者提供了许多常用药的注意事项
等宣传彩页。

“药师为患者提供药物咨询，是
对患者诊治过程的有益补充，能够满
足不同程度疾患群体的需要，弥补门
诊窗口因工作繁忙而对患者用药交
代的不足，是保障患者用药安全，提
高合理用药水平的重要渠道。”李露
露说道。

沐浴春雨中 实践助成长
本报讯（通讯员 彭洁帆）4月 9日，春

寒料峭，细雨蒙蒙，付家台中心小学全体
师生，来到了房山地质博物馆，进行社会
大课堂实践活动。

天气寒冷，车程较远，但孩子们的喜
悦心情不减，排着整齐的队列进入了博物
馆的大门，进入馆中教导员们热情的迎接
同学们，并迅速融入到各个班级，给大家
进行一天的讲解和服务。带领学生认知
房山地质遗迹：房山世界地质公园集山、
水、林、洞、寺、峰林、峡谷及古人类、古生
物、北方岩溶地貌、地下岩溶洞穴、燕山内
陆造山和丰厚的人文积淀于一体，是世界
范围内一处具有重大科学意义的地质遗
迹集中分布区，在游中学习地质遗迹景观
及形成机理的地学知识。辨别岩石：岩
石、矿物蕴含着丰富的地球信息，记录了
地球的演化历史，让学生在参观过程中通
过“岩石的循环”“在 500倍显微镜下观看
标本等环节，了解三大岩石的特性，能够
简单辨别三大岩石。

一天的活动充实而有意义，与此同
时，激发了孩子们学习地质知识的热情，
通过这次参观,让学生体会到人类的智慧，
了解现在的科技如此的发达,都是我们人
类自己创造出来的，在这么好的环境下我
们就应该努力学习,把我们的将来创造得
更加美好。

党徽熠熠 文明接力
■ 门小平

初春的北京仍旧寒风瑟瑟，身处室外让人仿
佛喝了冰镇饮料般“透心凉”。恰逢全区创建全国
文明城区“文明斑马线 党员走在前”主题志愿活
动开展之际，我和支部的党员同志们也在上班早
晚高峰时段参与到交通文明引导服务中。

早晨八点十分，我们早早来到划定责任区，先
请文明引导员进行简单培训。我眼前这位引导
员大姐大约 40 多岁，身着黄色的冬季制服，脸颊
被肆虐的北风吹得通红，在她熟练的手势引导和
温馨的话语提示下，处于学校周边的路口交通秩
序井然，让人心生敬佩。经大姐介绍经验和规范
流程后，我和同事迅速进入状态，开始了文明引
导工作。头戴整齐划一的白色棒球帽、身着绿色
志愿者马甲，胸前的党徽熠熠闪光，我心里顿时
生出了仪式感和自豪感。

“请行人不要闯红灯，宁停三分、不抢一秒，
安全第一、文明重要！”“来来来，请您紧走几步，
快变灯了！”“右转的司机请礼让行人，文明斑马
线、你我来共建！”这些平时出现在宣传片和倡议
书里的话语说起来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生硬和

拗口，在我们的悉心引导和有礼劝阻下，只见公
交车、私家车、自行车和行人谨遵交通规则，行驶
声、进站声、交谈声和引导声声声入耳，交汇成一
首和谐动听的文明早高峰“交响乐”，偶尔几个想
要闯红灯的行人也在我们的耐心劝导下红了脸，
默默退回路边等待绿灯。

正是上班时间，接近一个小时的文明引导过
程中，难免碰到熟人。“小李啊，快变灯了，就差你
了啊，快走两步！”邻居小李加快脚步通过马路，拍
了拍我的肩膀，“可以啊，有模有样的！”“是吧，是
不是也快轮到你值班啦？”“嗯，我下周值晚班，到
时候我可得监督你有没有闯红灯！”调皮的对话给
这个开启“冰冻模式”的冬天早晨带来丝丝暖意。

小李刚走，我眼尖的同事小柯看到一位老奶
奶过马路有些费劲。他大步上前搀扶起老人的胳
膊，跟着她的步伐频率，护送着老人缓慢走过斑马
线。冬晨干净的阳光映衬着小柯年轻的脸庞和胸
前的党徽，文明的力量感染了大家，本来熙熙攘攘
的路口突然静止了，直到变了灯，停止线前的汽车
都很默契地没有鸣笛催促更没有猛踩油门，耐心

地等待二人顺利通过马路才继续行驶。天气虽
冷，心有暖灯，虽然早已冻得手脚冰凉，我们心里
却有种说不出的满足感和充实感。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风景线。这道风景线的铸
造需要一代代人接续奋斗、砥砺传承。这道风景线
因为有着绚烂的色彩而显得更加美丽，而这色彩当
中，党徽上的“一抹红”理应走在前、做表率。党员
同志应带头践行“马路上”的文明，严守交规、有礼
出行；坚守“事业上”的文明，爱岗敬业、敢为善成；呵
护“家庭中”的文明，关爱家人、涵养家风……方方
面面的文明里，离不开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的爱
国情怀和坚持的高度自律。就让我们从我做起，从
小事做起，擦亮党徽、走上街头，文明引导、党员先
行，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者和践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