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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梁增霞）王育
现任区直机关工委组宣科副科长，
主持全科工作。只因全科上下就她
一个人，既要整体考虑，又要具体执
行，既要动员部署，又要监督检查。
在这名不见经传的平凡岗位上一干
就是近6年，用执着与坚守实现着
不平凡的人生价值。

王育对待工作认真负责，一丝
不苟，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发展党
员严把“入口关”，不符合条件的坚
决拒之门外；党组织换届应换尽换，
并建立提醒督促机制；党费使用严
格把关，决不变通，没有发生超范围
使用情况；各类培训班组织有序，老
师、场地、参训人员、后勤工作安排

得妥帖井然；各种基础资料收集齐
全，底数清，情况明；与基层沟通指
导到位，解答问题耐心细致，有问必
答，得到基层干部的一致好评；党统
工作专业强，党员多，情况杂，工作
人员变化大，但年年被区委组织部
评为全优；党组织规范化工作要求
高，强度大，困难多，但在接受市委
督导组检查时得到了充分肯定。在
这追求卓越的背后是对职业的敬畏
和优秀人格魅力的绽放。

面对循规蹈矩、周而复始的机
关工作，王育始终踏实钻研业务知
识。党建组织工作从未接触过，但
由她负责后却干得风生水起，各种
政策烂熟于心，各项程序脱口而出；

财务记账从未涉足过，但经她之手
后几乎没有“掉过链子”，是机关工
委的“好管家”，是领导的“把家虎”；
当家中两位老人同时生病且分别住
在两个医院时，她安顿好二老一个
输液一个输血后，立即返回单位上
班；即使自己有了病，也是“轻伤不
下火线”，依然带病坚守在工作岗位
上。在这光鲜亮丽的背后是默默付
出和刻苦钻研。

面对科室人员少、管理对象多、
业务范围广、工作任务重等现实状
况，王育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想方
设法尽力完成好各项工作任务，甚至
把家属都动员起来参与到后勤保障
工作中去。她就象“陀螺”一样不停

地在转动，几乎没有正点下过班，但
从没听她发过牢骚、说过“不”字。一
摞摞资料凝结着无数个日夜，一沓沓
账页挥洒着无悔的青春，一个个电话
记录着无尽的汗水。在这累累成果
的背后是加班加点和任劳任怨。

王育，就是这样一个甘于奉献、
埋头苦干、勤奋敬业、无愧于这个时
代 的 年 轻
人。她像一
颗 永 不 生
锈的“螺丝
钉 ”，把自
己 牢 牢 地
钉 在 了 工
作岗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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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反映，龙泉镇中门寺
南坡小区25、26、27号楼出现
停水情况，希望尽快处理。

龙泉镇接诉后，立即联
系物业公司核实情况。经了
解，此次停水为计划性停水，
原因是小区项目部中控室工
作人员例行巡视时发现 26
号楼前草坪处有大片积水，
经初步查看，怀疑生活用水
管线泄漏所致。

为了保障居民正常用水，
次日上午，项目部工作人员与
施工单位共同勘察现场、确定
施工方案。此次施工采取人
工与机器设备同时作业的方
式，一边使用抽水泵排水，一
边安排施工人员进行管线排
查。待漏点被精准锁定后，立
即展开应急抢修。施工的同
时，工作人员在小区内逐处张
贴《临时停水通知》，并设置临
时供水点，为居民提供饮用水
和非饮用生活用水，方便大家
日常生活所需。此外，还安排
了秩序维护工作人员为老人
及身体不便的居民送水入
户。经过紧张抢修，管道漏水
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供水恢复
正常。

不停转动的“陀螺”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公厕建成无法启用
多方联动合力解决

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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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辛房街道举办全民健身主题讲座

本报讯（通讯员 王茹）为进一步倡
导科学运动健身理念，引导人群正确掌
握健身方式，近日，东辛房街道在4个社
区举办“全民健身你我他 健康永安千万
家”2019年东辛房街道全民健身主题讲
座，200余名社区居民参与。

讲座以科学运动与健身、中老人增
肌锻炼与关节保护、运动营养与合理膳
食、室外健身器材科学使用方法为主
题，专家结合亲身体悟和实际案例，详
细阐述科学健身理念和方法、运动处方
和肥胖、关节保护及合理膳食等内容，
专业指导如何提高运动健身安全性、增
强运动健身效果。活动为进一步普及
健康知识、提高自我保健能力搭建起交
流平台，为更好开展运动健身与锻炼提
供了充分科学依据。

王平镇京白梨喜迎丰收

在平凡岗位上实现不平凡的人生价值

门头沟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提供

中门花园社区
举办夏日文化广场演出

本报讯（记者 屈媛）近日，大
峪街道中门花园社区，携手德露
苑京西唱响艺术团，在社区活动
站举办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夏日文化广场文艺汇演活动。参
加演出的演员共20人，活动吸引
了社区居民130余人前来观看。

文艺汇演节目异彩纷呈，舞
蹈《祝福祖国》拉开了序幕，祝福
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蒸蒸日
上。随后，演员们纷纷上台表演，
精彩节目接连不断，有表演者自
编的相声、经典的戏曲、京东大
鼓、男女生表演唱、男女生独唱等

形式。节目为观众们带来了视觉
盛宴，现场观众惊喜连连，热烈的
掌声此起彼伏，最后在《欢聚一
堂》歌伴舞的节目中落下帷幕。

社区居民蔡大妈说：“社区举
办这种表演活动特别好，丰富了
我们的老年生活，同时也祝福我
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记者了解到，此次夏日文化
广场文艺汇演的举办，不仅丰富
了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提高了
居民文化生活的品味，同时为文
明“创城”做了很好的宣传，受到
了社区居民的普遍欢迎。

京法巡回进校园 爱国教育第一讲
本报讯（通讯员毕辉）为了使同

学们更加了解祖国的发展，更加热爱
祖国，近日，区法院民一庭联合司法
警察大队走进大台中心小学，开展以

“京法巡回进校园 爱国教育第一讲”
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教育活动安排了升旗仪式和法
治课程。区法院司法警察大队的法

警为同学们带来了题为《忆往昔枪
林弹雨看今朝扬我国威》的国旗下
演讲。用革命先烈的流血牺牲事
迹，告诉同学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
之不易，唤起同学们的爱国情怀，号
召大家从小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精
神，胸怀远大理想，学习文化知识，
为祖国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升旗仪式结束后，同学们回到
了教室，聆听法官为大家带来的《让
爱国成为习惯》的法治课。法官采
取图文结合的形式，向同学们详细
讲述了我国《宪法》中有关国旗、国
歌、国徽的法律知识等等。活动过
程中，法官和同学们频频互动，利用
提问的方式，加深同学们对《宪法》

以及相关法律知识的了解。
课堂结束后，同学们纷纷表示，

他们会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始终把爱国主义牢记心间，努力学
习，做有抱负，有理想，有担当的少
年。今后，区法院也会继续开展京
法巡回讲堂的活动，将更多的知识
带进校园，带给同学们。

本报讯（通讯员 王福冬）
眼下正值金秋时节，王平镇西
马各庄、韭园村的优质京白梨
已陆续成熟，呈现出一片喜人
景象。

目前，该镇京白梨的种植面
积已达到200亩，主要分布在九龙
山群山之中，这里地表腐殖质深
厚，土壤肥沃，昼夜温差大。果农
日常利用山泉水进行灌溉，并且
采用诱虫剂代替农药，确保了果
品的有机健康品质。

放眼望去，满山绿果，生机盎
然，其中最古老的梨树树龄已过
百年，至今依然枝繁叶茂，硕果累
累。据果农介绍，由于今年雨水
充足，日光照射条件有利，梨的个
头有所增加且产量也提高不少，
预计今年可产果4万斤以上。

据了解，京白梨具有糖分高，
果肉细腻，果汁儿多，酸甜适口，
香味浓郁等特点，并具有生津、润
燥、清热、化痰的功效。采摘期将
持续到9月底。

本报讯（记者 屈媛）近日，区
新联会携手电建地产华北区域总
部到我区永爱康复训练中心进行
走访慰问。一行人参观了康复中
心基础设施，并与康复中心的老
师进行交流，了解孩子们的日常
生活、学习情况及孩子们的实际
需求，还与康复中心的孩子们进
行了温情互动。

中国电建地产集团华北区域
总部为康复中心的孩子们送去了
画笔、图书、玩具等爱心慰问品，
该企业负责人说：“关心关爱特殊
儿童，不只是学校及家庭的事，企
业也义不容辞。电建地产作为央
企，投身公益事业首当其冲，将力
所能及地为特殊儿童群体创建良

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区新联会会长、北京尚德社

会组织服务中心负责人表示，区
新联会与尚德公益将持续为该中
心提供帮助，希望让特殊儿童能
在和谐的社会氛围中感受到关爱
和温暖。

记者了解到，区永爱康复训
练中心是我区唯一一所为心智障
碍人士提供康复、教育、职业培
训、生活护理、自闭症等其他残疾
等服务的非盈利的民非服务机
构。是由区残联审批，区民政局
登记注册的机构。中心课程包含
感觉统合、语言认知、音乐、美术
等近10种，能够有效的帮助心智
障碍人士进行训练和康复。

市民反映，城子街道三家店老
宿舍平房一处公共厕所建成后未开
启，附近老百姓如厕很不方便，希望
相关单位协调尽快开放公厕。

城子街道接诉后，高度重视，
就市民反映的问题立即与居委会
取得联系。居委会书记第一时间
赶赴现场进行查看，并与相关单位
进行沟通，详细了解公厕未开启原
因。经核实，公厕未开启主要是由
于之前使用北京铁路工务段管线
接水，水压过低，无法冲刷公厕，需
要重新连接市政管线，解决公厕冲
刷问题，从而使公厕投入正常使
用。连接市政管线不仅仅是简单
的管线转接问题，还需要在公厕外
修建一口井进行连接，但北京铁路
工务段担心修井转接后影响其机
关用水，一直对此有所顾虑。后经
居委会、街道办事处、自来水公司
与北京铁路工务段多次交流沟通，
达成一致，同意挖井转接。待施工
方案确定后，工作人员立即动工，
彻底解决了公厕冲刷问题。目前，
公厕已开启投入使用。市民对此

表示满意和感谢。
“接诉即办”工作开展以来，城

子街道坚决落实相关工作要求，把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放在工作第
一位，将百姓的事情当做自家的事

情，急百姓所需,应百姓所呼，办百
姓所想，让群众家门口的操心事、烦
心事、揪心事，有人办、马上办、能办
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我区举办
公共文明引导员岗位知识培训班

本报讯（通讯员 刘焕敏）近日，
区协调办组织举办了区公共文明引
导员岗位知识培训班暨“创城”知识
讲座。

首先，全体公共文明引导员面
对队旗共同宣读了《公共文明引导
员誓词》，观看了《公共文明引导员

教学片》；之后，在中队长的带领下，
学习了《首都公共文明引导岗位服
务规范手册》和《门头沟区公共文明
引导服务手册》的相关知识，学习过
程中采用了讲解、互动、问答等形
式，加深了引导员对相关知识的理
解，为今后的开展工作奠定了良好

的理论基础。同时，结合学习内容，
各站台在组长的带领下，纷纷走上
讲台，进行了服务岗位风采展示。
最后，区协调办领导为大家讲解了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意义、部署和
要求，特别强调了公共文明引导员
在“创城”工作中如何发挥志愿者的

作用及相关任务等。
通过此次活动，让每名公共文

明引导员更加深入了解服务岗位工
作的规范及相关制度，同时，大家相
互之间学到了先进的服务经验与理
念，进一步提升了公共文明引导员
综合素质。

区新联会携手电建地产
到永爱康复训练中心慰问

让特殊儿童感受关爱和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