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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社区楼长当好百姓的娘家人

心血管内科健康科普进社区

区法院普法进社区

1、冯村新园 12号楼东侧建筑垃圾未
按指定地点存放。

5、惠民家园二区 23号楼前绿地堆放
杂物。

良言/摄

4、惠康嘉园五区7号楼前垃圾桶外垃
圾无人清理。

2、龙山家园四区6号楼一单元门前堆
积建筑垃圾。

大峪街道“三声哨”
双峪路6号楼南侧路口“靓起来”

6、永兴小区 10号楼前垃圾桶外垃圾
无人清理。

本月起我区免费防龋项目启动

3、惠润家园 1 号楼随意堆放建筑垃
圾。

区妇幼保健院喜获
“市示范孕妇学校”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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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安立杰）城子街
道广场社区是一个老社区，老旧家属
院一度没有物业管理，居民缺少安全
感。但是，自从该社区选出了13名
楼长之后，社区居民感觉像有了娘家
人一样。

王宗金就是其中一位社区楼长，
王楼长是社区的老党员，心地善良、
热情开朗，经常参加社区组织的一些
活动。社区选楼长时大家一致赞同。

“主任吗？我们楼上有新住户搬
进来了。”和往常一样，王楼长又来向
社区反映自己负责的单元楼里的新
变化。王宗金自担任楼长后，楼里的

小变化，住户的小纠纷、小烦恼，都会
通过他传达到社区。他也被社区工
作人员亲切地称为“情报员”。王宗
金是个热心肠，发现谁家有困难也会
向社区反映。一次，家属院的化粪池
堵塞了，污水流到了地下室，他连忙
将情况反映到社区，又和社区工作人
员找到相关部门前来维修，及时将化
粪池疏通了。居民们高兴地说：“幸
亏有了王楼长。”

社区楼院的楼长，管理着几十户
居民。哪家门窗没关好、楼道里乱堆
杂物影响安全、楼道灯没电了等大小
事情王宗金都要管。居民都说他爱

管闲事，王宗金笑着说：“每天不管管
‘闲事’，我的心就痒痒。”以前，由于
楼里住户较多，公共卫生差，楼道里
杂物摆放无序，王楼长不但挨家挨户
做工作，劝导大家自觉维护公共环
境。还主动打扫楼道卫生，整理杂
物。在王楼长的带动下，住户们也都
自觉清扫门前垃圾，不让杂物再占用
公共通道，楼道内变得整洁有序，住
户们都感觉心情舒畅。

“居民楼里有啥事就找楼长”，这
句贴心的话，成了不少居民的口头
禅。“楼长”这一称呼，饱含对楼长的
尊重和支持，更流露出邻里之间的

和睦。
广场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楼长

虽带“长”，却不是“官”，凭的是热心
肠，凭的是为居民热情服务，凭的是
为群众切实解忧，他们是社区居民的
贴心人，建设文明和谐社区，还真少
不了他们。该社区的楼长们要管的
事儿还真不少，从邻里纠纷到社区劳
动、计生、社保，楼长们都会学习相关
政策，有时社区的紧急任务，楼长还
要配合居委会填写住户登记表，有时
还要参加社区组织的各种活动。不
仅管居民楼里的小事，还要关心民生
大事。

本报讯（通讯员 许婧）4 月 11
日，区委宣传部组织潭柘寺中心小学
学生走进北京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
学院开展“水美北京”主题实践活
动。此次活动是我区“践行绿水青山
理念 展示京西少年风采”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系列活动之一。

环能学院水环境国家级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的专家们结合我区生态
涵养区区域定位，围绕西山永定河文
化带为学生们进行了科普讲座。专
家从历史文化、地形地貌、生态环保
等多个角度，为学生讲述了北京水系
中最大的河流永定河的发展变迁。
在专家的带领下，学生们走进“城市
雨水系统与水环境省部共建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身临其境探究雨水径
流对植物生长及生理反应的影响，专
家在现场做了题为《海绵城市中的雨
水》讲座。

据了解，我区作为首都的生态
涵养区和革命老区，以首善标准践行

“两山”理念，是新时代赋予我区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新命题。

区委宣传部以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努力对接优质资源，围绕打造“绿水
青山门头沟”城市名片，在未成年人
中开展形式多样、寓教于乐的实践活
动，将生态环保理念植根于未成年人
内心，同时，精准落实西山永定河文
化带、长城文化带宣传推广工作。

穆林/摄

本报讯（通讯员 宋歌）双峪路6
号楼南侧，是我区双峪大街上有名的
早点、小吃一条街，小吃店、小商店、
粮油店让这个并不宽敞的路口更加
拥堵，并存在食品卫生、安全隐患，
按照我区“开墙打洞”治理工作要求，
大峪街道不等不靠、主动出击，按照

“统一标准、精心组织、整合力量、强
势推进”的总要求，全面启动“街乡吹
哨 部门报到”，吹响“宣传、攻坚、美
化”哨，切实有效推进工作，全力保障

高标完成。
吹响宣传哨，齐心协力攻难题。

该街道依托党建引领，协调相关部
门，多次召开工作协调会，摸清开墙
打洞及私搭乱建情况、建立问题台
账、逐个研究方案、反复走访沟通，对
6处开墙打洞场所的使用者和产权
人，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共发放宣传
单及整改通知书35份，为顺利封堵
打下坚实基础。

吹响攻坚哨，协调配合同发

力。同时，明确任务目标，对双峪
路 6 号楼南侧“开墙打洞”、私搭
乱建行为进行彻底整治清理，统
一标准封墙，恢复原有面貌。成
立由街道主任为总指挥的工作指
挥部，按照“大峪街道总负责，区
联席办总协调，执法部门依职责
为执法主体，维稳办负责组织做
好相关维稳工作，各部门形成合
力整体推进”的总体分工开展工
作。共封堵开墙打洞、拆除私搭

乱建98平方米。
吹响美化哨，因地制宜亮特

色。住建委、规划等部门负责及
时向镇街提供技术等方面支持，
确保拆除、封堵、恢复工作标准统
一、施工规范。封堵后，街道创城
办、宣传部、城管科与社区居委会
充分调研、对接思路，以突出社区
特色、打造靓丽品牌为目标，绘制

“创城”宣传文化墙，让曾经的“脏
乱差”彻底“靓起来”。

本报讯（记者 屈媛）近日，
区法院在滨河西区社区内召开

“涉投资理财典型案例”新闻发
布会，就2018年以来涉投资理
财纠纷案件特点、成因等问题进
行细致剖析，提示公众。

活动中，区法院在社区还进
行了相关主题普法宣传，为社区
居民发放了自制的《“投资理财
七步走”风险提示书》。同时，还
以巡回审判的方式进行了一起
民间借贷案件的庭前会议，积极
解答现场旁听群众疑问。

“我觉得这个活动搞得特别
好，小区里的老人多，防范意识
差，今天法院的法官们亲自来社
区给我们讲解知识还有真实案
例，我们今后一定会提高警惕，

不贪小便宜，让骗子无机可乘。”
社区居民荣魁兰告诉记者。

区法院的法官介绍，近年
来，国内金融市场快速发展，群
众投资理财意识不断增强，各种
理财产品以高回报、便捷性、吸
引了广大投资者目光，但投资理
财所产生的风险也在不断释放，
涉投资理财类案件数量激增。
提醒百姓警惕热点炒作、警惕高
额回报。远离各种高收益、无门
槛且无风险的投资诱饵，牢记高
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委托理
财、产品买卖需担风险，切勿相
信“保本保收益”。私募基金门
槛高，不要轻信低准入的投资项
目。增强证据意识，不轻信中介人
员。涉嫌刑事犯罪要及时报案。

本报讯（记者 李倩）近日，
区中医医院心血管内科走进金
泰丽湾社区、峪园社区，为社区
居民送上一堂生动的“保卫血
管，守护健康——高血压”专题
讲座。

活动现场，心血管内科医务
人员运用专业知识，结合图文并
茂的PPT课件，深入浅出地给社
区居民讲解了高血压的定义、病
因以及健康生活方式对血压的
影响，并提醒居民定期测量血
压、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更应密
切关注自己的血压变化。还对
高血压正确用药、合理运动进行
了详细解说。

医务人员带领大家练习了

八段锦的第一式“两手托天理三
焦”，并为到场的居民做中医特
色治疗——耳穴压豆。

医务人员告诉记者：“心血
管疾病是目前影响人类寿命的
重大疾病，而且患病率及其相关
的危险因素仍处于持续上升阶
段。通过本次深入社区开展健
康科普系列活动，不仅能提升居
民防治心血管疾病的意识，同时
发挥中医防治疾病的特色及优
势，真正实现健康管理，防病于
未然。今后，区中医医院心血管
内科将继续结合居民的需求，进
一步优化提升活动内容，开展更
多形式的活动，并推广到全区的
其它社区，让更多居民受益。”

本报讯（记者 屈媛）今年4
月至10月期间，区妇幼保健院
将继续为适龄儿童提供免费防
龋服务。

据了解，往年该院两项免费
服务项目为氟化泡沫和窝沟封
闭，分别针对3岁到6岁幼儿和
小学一到三年级、初中一到三年
级的学生，可以起到保护牙齿的
作用，预防恒磨牙龋齿的发生。
今年免费项目新增了浅龋充填
和龋柄易感性检测两种免费预
防龋齿服务。

区妇幼保健院口腔临床与
牙防部副主任吴佩蓉说：“今年
新增的两个项目，龋柄易感性检

测主要针对幼儿园的孩子，浅龋
充填主要针对中小学生。其中，
龋柄易感性检测就是检测孩子
口腔里面的细菌，查看孩子患龋
齿的风险率。浅龋充填是如果
孩子嘴里面有较浅的恒牙龋齿，
免费给孩子补一颗恒牙。”

医生还提醒家长，在平时生
活中，尽量让孩子们少吃甜食，
多吃瓜果蔬菜，每天坚持清洁牙
齿，这样才能保护好孩子们的小
牙。

据了解，自2013年开始，区
妇幼保健院已为全区25000余
名孩子进行了免费防龋，有效降
低了龋齿患病率。

本报讯（记者谢琪锦）近日，
区妇幼保健院获得“市示范孕妇
学校”称号，为全区孕产妇女，传播
健康孕育知识提供沟通有效平台。

据了解，“孕妇学校”共15
节课程，由专业人员授课，通过
现场讲解、模拟和问答等方式，
向孕期妇女普及相关知识，让准
妈妈们在亲自动手的过程中解
决问题，体会孕育抚养的快乐。
此外，“孕妇学校”还开设了瑜伽
课程，通过练习可以增加肌肉力

量，有利于顺利分娩及产后恢
复，让准妈妈们的身心得到较大
程度的放松，。

正在参加培训的一位孕妇
说：“前一段时间我的宝宝胎位
不正，经过练习瑜珈，现在胎位
恢复正常了，心里踏实多了。”

区妇幼保健院院长刘晓华
表示，该院以此为起点，继续把
孕妇学校的公益性做好，向全区
的孕产妇家庭提供一些免费的、
公益的健康教育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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