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杨铮）日前，大峪
街道向阳社区举办了一场主题为

“喜迎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水墨画
体验活动，让青少年学习传统艺
术，领略国画风采。

在老师的讲解和示范下，小朋友
们握笔绘画，一颗颗鲜红的小樱桃跃
然纸上。一位社区的小朋友告诉记

者：“今天的活动让我对水墨画有了深
入的了解，我知道了水墨画不仅是国
画，还是中国绘画的代表。我喜欢上
了水墨画，画水墨画我很开心，我想要
用自己的画笔画出祖国的壮丽。”

据了解，8月份，该社区还将举
办种类丰富的体验活动，让孩子们
度过一个快乐有趣的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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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处理前

城子街道举办
“生命与医学”健康大讲堂活动

处理后

我区射击队参加
2019年北京市青少年射击锦标赛

加装排水管道
解决积水问题

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非法开设培训班
联合执法立叫停

非法培训班取缔后

▲ 石门营社区
A3 社区 2 号楼西
侧垃圾桶上堆放
杂物。

▲

永 兴 小 区 5
号楼四单元门前
垃圾桶外杂物无
人清理。

▲ 永 兴 小 区 5
号楼四单元门前
垃圾桶外杂物无
人清理。

▲

龙山家园五
区 2 号楼二单元
门口垃圾桶未盖
盖。

▲ 石 门 营 A3
社区底商大千彩
生活超市门前杂
物未及时清理。

▲

惠 润 家 园
（七地块）1 号楼
前 垃 圾 桶 未 盖
盖，垃圾桶外垃
圾未及时清理。

良言/摄

▲

本报讯（通讯员 李维云）龙泉
镇龙泉务社区70多岁的老党员李
忠顺，10多年来，热心于社区文化
事业，为龙泉务地区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传承和保护，发挥余热，培养
出280余名优秀学员。

李忠顺年轻时跟随龙泉务童
子大鼓会传承人王学堂学习了八
九年。退休后，心中理想就是发挥
自己文艺特长，给社区做点实事。
龙泉务童子大鼓会2012年被列为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让它能
够世代相传，李忠顺付出了极大的
精力，带出了一批又一批学员。

自2017年起，连续3年，李忠
顺带领龙泉务童子大鼓会参加妙

峰山庙会展演活动，并多次在春
节、正月十五等传统节日及重大活
动中，到房山、怀柔等地进行展演，
受到了群众的认可，让更多的人认
识并了解龙泉务童子大鼓会。

让传统文化后继有人，在龙泉
务小学被确定为非遗传承基地
后，李忠顺投身于“非物质文化遗
产进校园”课程中，利用每周五下
午，到龙泉务小学教授学生学习
童子打锅子及花会队列行走项
目，并配合专业舞蹈老师一同改
编大鼓舞传承项目，获得了第八
届北京市举办的舞动北京群众舞
蹈大赛活动银奖。

在排练教学过程中，由于学

员都是九到十三岁的孩子，比较
淘气，他逐个耐心辅导，单个纠正
错误。为了让孩子们能够学到正
宗的打锅子手型和节奏，李忠顺
制作了锅子谱，以备练习时学员
使用。

2019年初，李忠顺因心脏病住
院半个月。可是春节、正月十五展
演活动马上就要到了。大病初愈
的他又一次投入到学生展演活动
的排练中。在排练中，他的汗珠从
脸上流下来，龙泉务社区干部看着
他脸色发黄，没有力气，都劝他休
息，等病好了再练。可是他还是以
严谨的态度，忍住不适，坚持辅导
团队一起排练，他说：“团队的事是

大事，再苦再累也值得，表演不能
出差错。”

他就是这样一位热心人，弘扬
传统文化，唤醒年轻一代对传承
文化遗产的意识，激发年轻一代
参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
情。他说：“出微薄之力为居民干
点实事是件幸福的事情，作为一名
党员，更要
不忘初心，
力所能及为
龙泉务地区
文化传承与
保护出一份
力，尽一份
心。”

本报讯（通讯员刘欣威）近日，
城子街道文明实践所举办“生命与
医学”健康大讲堂活动。

活动现场，主讲医师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图文并茂的PPT向
大家科普了有关膝盖的健康知识
与保健。从区分不同疼痛感源于
哪些方面的损伤，到根据损伤类
型进行针对性的治疗与保健，再
到如何正确运动有效方法防止膝
盖损伤，每个问题老师都做了详
细讲解。

讲座结束后，中医医师为社区
居民提供了义诊服务。义诊过程
中，医师对于大家咨询的问题，都
一一进行了详细的解答，并且向居
民提出了合理的建议。本次中医
讲座内容丰富，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和实用性，让社区居民受益匪浅。
大家纷纷表示，很愿意参加这类活
动，在家门口就可以了解养生护理
知识，得到专业医生一对一健康指
导，希望街道能定期开展健康大讲
堂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王鑫）近日，
由北京市体育局主办，北京市体育
竞赛管理中心、北京市朝阳区体育
局承办的2019年北京市青少年射
击锦标赛，于北京市朝阳区第二少
儿业余体校射击馆成功举办。

此次比赛有手枪、气枪、飞碟
和移动靶项目，共有5枚金牌，我
区选手勇夺一金。经过系统的训
练，我区选手在比赛中沉着冷静、
发挥出色，在强手如云的赛场上脱

颖而出，最后李玥、许文君、刘佳
蕊获女子甲组10米移动靶标准速
团体第一名；朱其龙获男子甲组10
米移动靶标准速个人第二名；田丰
获男子甲组10米气手枪个人第三
名；隗嘉霖获男子乙组10米气手
枪个人第三名。

通过此次比赛充分体现了我
区射击队赛前训练科学合理，教练
员有针对性地指导参赛选手，做到
了因材施教。

近日，市民反映，龙兴南二路10
号院3号楼1单元一住户开办音乐辅
导班，上课时间9点至11点，15点至
17点，噪音严重扰民，希望尽快查处。

永定镇接诉后，由该镇教文体联
合派出所民警、居委会和物业公司工
作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经确认，
市民反映情况属实，培训班正在进行
古筝教学。执法人员告知经营人员居
民楼内禁止开办培训班，责令立即停
止。目前，经营扰民问题已彻底解决，
反映人对此表示满意。

近年来，社会办学机构得到了较
快发展，但一些未经审批机关批准、擅
自举办的无证办学和培训机构屡禁不
止。目前正值暑期，各种培训班、辅导
班更是琳琅满目，街道上随处可见名

目繁多的各种招生广告。培训班虽然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学习能
力和培养学生的兴趣特长，但同时也
存在着诸多问题：

一是无照经营现象突出。一些补
习班不办理任何手续，无资质证明，随
意找间房屋招收几名学生就开始上
课，这样不仅教学质量得不到保障，而
且当对教学质量不满或因其他原因出
现纠纷时，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将无法
得到保证。

二是虚假宣传现象严重。培训班
为了增加营业收入、招揽更多生源，将
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投入到广告宣传
中，夸大办学资质、办学设施和师资力
量，诱使消费者上当受骗。

三是教学质量良莠不齐。部分培

训班为了降低成本，聘请一些经验不
足的教师冒充名校教师授课，甚至聘
请无教师资质的在校大学生等进行授
课，无法保证教学质量。

非法培训班不仅扰乱了教育管
理秩序，而且在安保、消防设施、食品
卫生、教学用房及设施等方面存在重
大安全隐患。家长在选择培训班时，
一定要做到“一看二存”。“一看”：查
看培训机构是否具备办学资质，且是
否在有效期内，登记办学地址和实际
办学场所是否一致。同时，仔细察看
场地环境，如场地的安全性、教室的
通风采光情况、教学设备设施等。二
存：保存好合同和招生宣传资料、收
费发票等相关材料，作为后期维权的
重要证据。

近日，市民反映石门营公园正门入口广
场，有一处地势较低，下雨天容易形成积水，不
能及时排出，给市民造成不便，希望相关部门
尽快解决。

区园林绿化局接到市民诉求后，立刻安排
相关工作人员前往核查。当日，正下着小雨，
区园林绿化局工作人员到达现场后，很快找到
市民所反映的位置，经过现场勘查，此处地势
低洼，且没有排水设施，所以造成积水。为了
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区园林绿化局与相关单位
沟通后，在积水位置加装排水管线，接入到市
政排水系统。经过两天的施工，排水管道及雨

水篦已安装完毕，问题得到了有效化解，市民
对此表示满意。

为了在汛期最大限度地避免居民生命财
产的损失，维护居民居住环境的安全，区园林
绿化局积极采取措施，针对强降雨及大风等极
端天气导致树木倒伏和折枝现象，配合管护单
位，协同养护公司做好自查及清理工作：巡查
人员配备专业剪刀、对树木枯枝、悬吊枝进行
清理，消除险情；利用支撑设备，对大风造成的
树木倒伏进行处置，减小周围交通及市民出行
的影响。同时，要求夜间养护巡查人员倒班进
行巡视，确保遇到突发情况及时处理。

本报讯（记者 屈媛）为深入开
展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构建全
方位健康支持性环境，营造慢性病
综合防控良好的环境氛围，日前，
我区在大峪街道滨河西区社区、龙
泉镇高家园二路等地建设了5条
健康知识一条街，全长1500米。

健康知识一条街沿途设置“一
条街”标识和多个造型新颖的健康
知识宣传栏、展板，健康教育内容
包括健康素养66条、高血压、糖尿
病防治、健康饮食等健康知识。

记者在大峪街道滨河西区社
区看到，“多一分运动，少三分病
痛”“戒烟戒酒，珍爱生命”……一
系列健康知识宣传展牌向周边居
民传播通俗易懂、科学实用的健康

生活小常识，让健康行为逐渐走进
群众生活。“健康一条街”全长共
700米，设有11块宣传展示版面，
各版面设计精美，风格与周围环境
融为一体，健康教育内容丰富且接
地气，有健康四部曲、健康运动安
全常识、艾滋病防控核心知识等。

滨河西区居民郝阿姨说：“‘健
康一条街’就在小区里，每天早晚
遛弯儿的时候，就能在健康宣传
栏上了解到各类健康知识，这些
健康知识宣传对我们居民的帮助
很大，以前对很多疾病都是一知
半解，现在看到这些宣传牌，不仅
知道了怎么去预防疾病，也知道
了应该通过哪些方式去改变生活
习惯，过健康的生活。”

多一分运动 少三分病痛
我区打造五条健康知识一条街

心中有理想 脚下有力量

龙泉务大鼓会文化传播使者李忠顺

门头沟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