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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清理前

龙门一区
美化社区环境 开展专项清理活动

清理后

王平镇
开展手工油纸伞制作活动

违法群租扰民
接诉责令整改

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沟渠垃圾影响市容
及时清理群众满意

整改后

▲

中门花园社区
组织居民参观中国盲文图书馆用心为社区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爱心

门头沟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提供

本报讯（记者 谭庆雯）“太感谢
你了,是你为我的生活提供了更多
的帮助!”东辛房街道石门营五区的

孤寡老人握着张振莲的手说。今年
73岁的张振莲，是石门营五区的一
名普通居民，虽然年事已高，但依旧

热情的奔走在社区各个角落，发挥
着自身的光和热。

张振莲退休前从事社区服务工
作，对社区工作有着特殊的感情。
2012年9月，张振莲加入了石门营
五区的春燕志愿服务小队，对于社
区党支部开展的活动，她都能积极
参与其中，作为一名老党员，积极主
动地承担了邻里空巢老人的照看任
务。

家住同一楼的张淑萍夫妻是张
振莲的帮扶对象，老俩口都80多岁
了，由于上了年纪腿脚不方便，两位
老人很少外出，同为老人，张振莲更
能理解他们的心情，也懂得怎样才
能宽慰他们的心。

闲暇时，张振莲就会去看看张
淑萍老两口，帮助他们倒倒垃圾，收
拾收拾屋子，或者聊聊天，虽然都是
些家长里短的小事，但是张振莲每
次都认真对待。

在张振莲的带领下，越来越多
的党员结成了自己的帮扶对子，有

些居民也加入到结对帮扶的行列
中。

张振莲家住5层，每天来回上
下楼梯对于一个70多岁的老人来
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但是她心
甘情愿的为社区居民服务，从未有
过一句怨言。

张振莲的心态非常乐观，她
说：“有的人觉得我这么大岁数了，
为什么老在社区服务，其实在服务
他人的同时我也锻炼了身体，这样
人家快乐，我也快乐。”

如今，无论是党员服务队伍、文
化志愿者队伍还是治安志愿者队
伍，都少不了张振莲，对此她乐此不
疲，用“退休
不退岗”的
精神，为邻
居们排忧解
难，用心为
社区建设贡
献自己的一
份爱心。

本报讯（通讯员 范虹）8 月 8 日，城
子街道龙门一区举办了全民健身运动
会，有140多名居民参加。

一大早，居民们兴致勃勃地来到社
区居委会参加全民健身运动会。为了体
现全民健身的特点，这次运动会共分为两
组参赛，中年组和老年组，中年组的比赛
项目为踢花毽，参加居民的年龄从 50岁
到69岁，老年组的比赛项目为套圈，参加
居民都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

比赛在一片片欢声笑语中开始，在
一声声喝彩声中结束。在中年组花键比
赛中，居民们身姿矫健，花键纷飞。老年
组的居民们在套圈比赛中聚精会神地投
环，彰显老年人的风采。这次活动充分
体现了全民健身的主题，调动了居民参
与的热情和积极性。今后龙门一区将继
续秉持“讲奉献 争第一”的门头沟精神，
组织更多的文化体育活动，提高社区居
民业余文化生活。

本报讯（记者 杨铮）边超是河滩路口一位热心肠的
个体老板，从去年夏天开始，他就在店内增设爱心冰柜，
免费为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骑手提供冰镇矿泉水。
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感动了整个夏天，他也用实际行
动诠释了“门头沟热心人”的内涵。

边超今年39岁，是一名党员，目前经营一家手机
店。早上9点半，记者见到边超的时候，他和同事正在一
起从库房搬运矿泉水，他告诉记者：“每天店铺开门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冰柜开关，把矿泉水装满。这样做
是为了等到中午最热的时候，保证水能冰镇好。”

临近中午时，一位前来取水解暑的环卫工人告诉
记者：“有时候来不及打水，这么热的天气能喝上一瓶
水，觉得很知足，心里特别暖，谢谢他们对我们工作的
支持。”

边超的同事介绍，受边超的影响，大家也自愿加入
到这个爱心的队伍中来。在供水期间，他从来不计较数
量，水没了就加，库房没水就订。同时，他也希望这个善
举能帮助到和感染更多的人，加入这个队伍当中来。

边超表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要把这件事情
继续下去，并且还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其它爱心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刘焕敏）近日，我区公共文明引导员围
绕着“礼让人人赞，文明天天见”“创城”主题月活动，开展了

“我参与，我快乐”奉献日活动。
公共文明引导员们分别来到清颐敬老院、中门寺宁磬

养老照料中心、爱之旅康复中心、快速公交4号线侯庄子公
交站为老人、残障儿童、乘客送去清凉与问候，他们用实际
行动诠释了志愿服务精神的真谛。

在清颐敬老院、中门寺宁磬养老照料中心里，引导员们
为老人送上扇子、纸巾盒等夏日小礼物，义务为老人理发、剪
指甲、打扫环境卫生、陪伴老人聊天和老人分享防暑降温小
常识，老人们动情地说：“非常感谢你们这么热的天气还来看
望我们，为我们服务，你们也注意身体，别中暑了。”在爱之旅
康复中心，引导员们不顾下岗后的疲劳，为孩子们擀出了午
餐爱心手擀面，为孩子们吃上可口的午餐出了一把力。

与此同时，在高温下，引导员们来到了共建单位快速公
交4号线侯庄子公交站，与站台工作人员一起打扫、擦试站
台，汗水从脸上滑落，浸湿了他们的衣衫，但是，大家依然干
劲十足，认真地打扫站台每一个角落，为广大乘客出行提供
了一个干净整洁的良好环境，他们以实际行动赢得了乘客
的高度称赞，在场的乘客纷纷为引导员们点赞。

本报讯（记者 屈媛）为提高青
少年儿童视力保护的意识，近日，
大峪街道中门花园社区携手区爱
眼协会，走进中国盲文图书馆开启
了一场主题为“视”界有光“睛”彩
未来暑期爱眼科普教育参观之旅。

此次参观共有25个家庭50多
人参加了活动。中国盲文图书馆
是面向全国盲人提供公益性、综合
性文化资讯服务的文化机构。馆
内日常会开展适合盲人参与的各
种文体活动，比如盲文、电脑、音乐
等盲人社会教育和技能培训等工
作，致力于推动盲文的普及和发
展，是全国视障人士的精神家园和

公共文化服务中心。
参观过程中，孩子们跟随爱眼

老师感受了盲文书籍、辅助教具、
残障人士艺术作品、爱眼博物馆、
在线视听等体验项目。工作人员
给孩子们讲解盲文输入的方法和
特点，在参观体验活动的过程中，
孩子们聚精会神地聆听解说，仔
细地触摸场馆内的各种盲人辅具
和实物。

参加活动的孩子们说：“通过
此次参观活动的开展，让我们身临
其境地感受了盲人的世界，以后我
们一定要好好保护眼睛，力所能及
的帮助残疾人关爱残疾人。”

本报讯（通讯员 闫国伟)为进
一步美化社区环境，近日，城子街
道龙门新区一区开展为期两天的
死株死树专项清理活动。

龙门新区一区居委会联合物
业公司、社区志愿者，由12人组成
专项清理小组并配备手锯、绳索、
人字梯、高枝剪等专业工具，重点
对所属B4、B3两个地块绿化带内
的病死枝、下垂枝、枯枝和死树进
行彻底清除。

清理死株死树看似是一桩不
起眼的小事，但在汛期，死株死树
存在着安全隐患，也是群众密切关
心的大事。社区居民蔡阿姨说：

“小区里的榆树越长越高，不仅影
响了家里的采光通风，还有好多虫
子飞进来，夏天我们都不敢开窗
户，家里又闷又热，咱们居委会真
是做实事，我们反映没几天，就把
挡窗的树枝剪了，真是太及时了。”
经过两天的清理，共整治拔除了包
括黄杨、碧桃等在内的死株死树60
余棵，清理杂草12车，剪枝6车，共
计清运32车死株死树。

居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社区
工作人员通过把每一件看似寻常
的小事做细、做深、做实，不断完善
和提升辖区的环境面貌，还居民一
个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

本报讯（通讯员 孟承真)为进
一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同时让辖区居民在炎热的夏
天也能感受到文化活动带来的清
凉，近日，王平镇文化中心开展了
以“伞动时光 清凉一夏”为主题的
非遗手工活动，共30余名居民群
众参加。

纸伞是中国传统工艺品之一，
历史悠久，寓意吉祥，集功能性与
艺术性为一体，深受人们的喜爱。
活动现场，非遗手工老师讲解了油
纸伞的历史及制作工序，让居民们
充分了解这一项传统工艺，并传授

色彩搭配、构图等技法。大家听得
津津有味，跃跃欲试。

制作过程中，灵动的画笔游
走在伞面与颜料之间，大家一笔
一划勾勒出优美的图画，一把把
油纸伞在他们的笔下呈现出不同
的符号。

居民们的笑脸如同快乐的向
日葵，郎朗的笑声让夏日也变得
清爽起来。参加活动的居民表
示，参加这次活动，制作出一把把
有图案有故事的手绘伞，不但更
好地了解传统艺术，而且让生活
变得更加多姿多彩。

市民反映，龙泉镇西山艺境社
区6号院南侧排洪沟内有大量白色
垃圾，影响环境。希望尽快清理。

排洪沟是为了预防洪水灾害而
修筑的沟渠，在遇到洪水灾害时能
够起到泄洪作用。目前正值雨季，
排洪沟内垃圾如果不及时清理，很
容易被堵住，影响排水速度，使排洪
沟失去排水的功能，存在安全隐

患。另外炎热的天气，渠内垃圾腐
烂散发难闻的臭味，影响周边市民
正常生活。

龙泉镇接诉后，西山艺境社区
主任带领“两委”班子成员第一时间
赶赴现场查看情况。经确认，市民
反映情况属实，社区主任随即召开

“两委”工作部署会，研究工作方案
并实施，由社区工作人员联系开发

商、物业公司和志愿者对沟渠内垃
圾进行清理。经过10余人近两个小
时的辛勤劳动，清理出6大袋垃圾，
20米的排洪沟焕然一新，反映人对
处理结果表示赞许。

下一步,龙泉镇将对辖区内排
洪沟进行排查，及时清理沟渠内垃
圾，改善区域环境，保证排水通畅，
消除雨季期间雨水积留带来的安全
隐患。另外，也将进一步加大宣传，
呼吁广大市民共同爱护环境、不要
向沟渠内倾倒垃圾，引导群众养成
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共同建设美
好家园。

市民反映，侯庄子村永安小区11号楼6单元
一户人家存在违法群租行为，不仅严重扰民，并且
存在安全隐患，希望尽快查处。

永定镇接诉后，综治办立即与侯庄子村沟通，
并入户进行摸排。经查，市民反映问题属实，此处
确实存在违法群租行为。综治办要求业主立即整
改。目前，业主已经自行整改。市民对此表示满
意。

群租房，顾名思义是将住宅通过改变房屋结
构和平面布局，把房间分割成若干小房间分别按
间出租或按床位出租。另外将非居住用途的房屋
比如阳台、厨房、卫生间等，通过改造供人居住也
是属于群租房的范畴。这种大量的人口密集居住
在狭小空间内，人均居住面积不过几个平方米，没
有基本生活措施的群租房在全国各地屡见不鲜。

群租房不仅存在房屋原有结构被破坏的现
象，而且电线电路复杂，住户私拉乱拉电线，极易
引发安全隐患。而且群租房人员鱼龙混杂，夜里
严重影响周边群众正常休息。同时，群租房人员
自身的财产隐私也无法保障，容易成为犯罪分子
的偷盗对象。

永定地区自S1线与地铁6号线实现换乘之
后，因交通便利受到不少房客青睐，但也让房屋

“黑”中介发现发财之道，出现了“租房热”。为严
厉打击黑中介的违法行为，切实保护广大居民的
合法权益，区住建委牵头组织区委政法委、区公安
分局、区市场监管局等相关单位及各属地镇街，开
展违法群租房整治暨房屋市场领域扫黑除恶专项
整治工作。截至目前，相关部门共清理整治违法
群租房175处。

本报讯（记者 杨铮）近日，在
东辛房街道北涧沟社区的活动室
内，小朋友们聚在一起做检测蔬
菜农药的小实验，这是来自东辛
房食药所的工作人员在社区举办
的食品安全宣传活动。

生动有趣的小实验，激发了
孩子们的极大兴趣，让大家在互
动中，学习了食品安全知识。一
位小朋友在实验后说：“在这次活
动中，老师带我们做了很多小实
验，真的非常有意思。我今天还
学到了很多新知识，知道了农药

性质及如何检测农药等，我想把
在这里学到的知识讲给我的同学
们听。”

据了解，本次活动共有30多
名小朋友参加，讲解结合实验的
宣传方式，让孩子们增强了食品
安全意识。东辛房食药所所长吕
明说：“通过与孩子们一起开展这
样生动的食品检测活动，可以让
孩子们切身感受到身边的食品安
全问题。今后还会继续加强宣传
力度，以生动的宣传形式将食品
安全知识普及给百姓。”

北涧沟社区
小朋友学习食品安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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