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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张孚）自己家
的事情她不管，闺女的孩子她不
看，一颗心扑在社区，全部力量倾
注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工作上，
她，就是大峪花园社区筹备组党支
部书记曹凤云——一位“创城”路
上的花木兰。

我区“创城”工作刚一启动，曹
凤云便立刻与筹备组成员一起制定
计划、布置任务、开展活动。在社区
的显要位置悬挂“创城”标语，安装
电子屏，在社区的出入口、楼门口张
贴《社区居民公约》和《卫生公约》。
每个单元选一个楼门长，负责本单
元的环境卫生监督……工作千头万
绪，曹凤云制定了“创城”的好方法。

首先是舆论宣传先行，“创城”
不留死角。大峪花园社区在“创城”
宣传工作上，实行了“三步走”：先向
所有住户发放了《门头沟区争创全
国文明城区倡议书》；一周后，又向
住户发放了《城市是我家，创建靠大
家》——门头沟区创建全国文明城
区龙泉镇分指挥部办公室致全镇市
民的一封信；紧接着又发放了《门头

沟区市民文明手册》。
有些事情，嘴上说来容易，真正

脚踏实地去干，就要困难得多。比
如向1602户居民发宣传材料，曹凤
云要带领工作人员一幢楼一幢楼地
去跑，一层一层地去找，一户一户地
去敲门。遇到大峪村的老住户还
行，都跟曹凤云熟，听见她说话的声
音就开门。但有些外来的承租户就
不一样，你敲门他不开，或者等了半
天，门只打开一道缝：“找谁？”说出
的话也相当生硬。

曹凤云的对策是，你冷淡，我热
情，遇到问题，耐心解释。他们做了
一些小书包，入户宣传时，把宣传资
料放在书包里，当作小礼品送给住
户，很受欢迎。书包印着：“创建全
国文明城区，构建和谐美好家园”的
字样。住户提着这样的书包上街，
本身就是一种宣传。

1602户，不是小数目，要做到
宣传不留死角，何尝容易。可是他
们就是要较这个劲！有的住户白天
不在家，他们就晚上去，有的住户平
时不在家，他们就双休日去。20多

层的高楼，跑一趟就通身是汗。曹
凤云和她的团队，人人都像敢于负
重的扁担，没有不敢挑的重担。可
是说句心里话，曹凤云毕竟是年逾
半百之人，每天下班回到家，身子往
沙发上一倒，就再也不想起来，两条
腿又酸又胀，感觉都不是自己的
了。这时她却在想：出身汗，受点
累，算个啥？关键是宣传开了头，下
一步就要甩开膀子大干。

其次是开展各种活动，丰富“创
城”内容。曹凤云深刻地意识到，

“创城”工作要有实打实的内容。因
此，需要团结全社区的住户共同奋
斗。他们招募了60名热心公益事
业，身体健康，有吃苦耐劳精神的

“创城”志愿者。这些志愿者分为三
类：治安志愿者、环境志愿者和学雷
锋志愿者。

有了众多的志愿者，社区就有
了组织开展各种活动的主力军。在
广大住户的大力支持下，大峪花园
社区相继组织举办了“百日攻坚”专
项行动动员部署会、志愿者社区清
洁大扫除、消防知识讲座及训练、创

建文明城区大峪花园社区首届知识
问答竞赛我为“创城”做贡献清洁日
活动，还有以弘扬慈善理念，共创文
明城”为主题的中华慈善日宣传等
活动。

工作多，任务重，曹凤云天天忙
得没有一丝空闲，但仍然感到事情
干不过来。早晨，有时她7点就到
岗。忙活一天，手头的工作不干完，
即使到了下班的时间也不回家。不
但是她，大峪花园社区筹备组的其
他同志也一样，他们已经有很长时
间没有歇过双休日了。可是，有一
分辛劳，就有一分成绩。他们的汗
水并没有白流。

社区变了，变干净了；住户变
了，变文明了。曹凤云每日依旧东
一趟，西一
趟 地 忙 碌
着，这位年
逾半百的共
产党员真正
做到了生命
不息，奋斗
不止。

本报讯（记者 屈媛）为了美
化辖区环境和居民生活空间，为
居民营造一个欢乐、祥和的国庆
节社区氛围，龙泉镇中门寺南坡
二区社区在社区内布置花坛、挂
国旗，为社区营造了浓厚的节日
氛围。

记者走进中门寺南坡二区社
区，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大花坛，
花坛里有三角梅、一品红、孔雀草、
火炬、变叶木等10余种花卉，按着
花朵的颜色和高矮进行了布置，大
大的提升了社区的景观效果。

小区的廉大妈高兴地对记者

说：“一进小区大门就看见这大花
坛，红红火火的特别好看，好多人
路过都拍照，提前就让我们感受
到了节日的氛围，我们的生活环
境越来越美了。”

社区党支部书记吕雪松介绍
说：“社区这次的花坛布置主要以
红黄两色为主色调，将小区入口及
幼儿园周边作为重点区域进行布
置，共栽摆花坛20余平方米，花卉
约2000余株。还在楼门口挂国
旗，在社区主要道路两侧挂彩色旗
帜，以整洁优美的社区环境迎接新
中国成立70周年。”

中门寺南坡社区
扮靓社区环境 喜迎国庆佳节

民生

▲ 工作人员上门劝阻

改造中▲

市民反映，在龙泉镇月季
园梨园小楼5排，楼下的路灯
全都坏了，影响周边居民正常
出行，此现象已经存在很长时
间了，来电反映路灯损坏无人
修理的问题。

接诉后，龙泉镇大峪村村
委会领导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
实情况。经查，路灯不亮系线
路老化所致，市民反映的情况
共涉及7盏路灯。为了彻底解
决路灯不亮问题，避免线路老
化发生安全隐患等，龙泉镇对
周边路灯电缆进行整体排查，
对老化电缆进行全部更换。经
过 6天的紧急施工，共更换
5000平方米电缆面积，改造
70盏路灯线路，此次施工将极
大地提高路灯照明率，使用率，
缩小维修频率。目前已全部完
工，路灯恢复了照明，方便了市
民夜间出行。工作人员回访来
电人，其表示感谢。

为确保辖区内路灯安全
运行，努力建设适宜、和谐、
文明的城市照明环境，下一
步，龙泉镇将加大辖区内有
路无灯及路灯安全隐患排
查，做好夜间路灯设施巡查
记录，建立专项台账。对于可以
自行维修解决的问题及时处理、

绝不拖延，对于不能自行解决的
问题及时报送相关部门协调解

决。为市民夜间安全出行保驾
护航，创造良好居住环境。

“创城”路上的花木兰

私拉电线风险大
及时劝阻防隐患

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路灯故障出行存隐患
属地高效处理获民赞

双峪社区
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文艺汇演

本报讯（通讯员 段蓓）为热烈庆祝新
中国成立 70周年，讴歌新时代，展现新时
代文明社区的风采，9月20日上午，大峪街
道双峪社区举办了以“我爱你中国”为主题
的文艺演出，吸引了百余名居民前来观看。

演出以舞蹈《走进新时代》拉开了序
幕，随后居民大合唱《歌唱祖国》《我的祖
国》、女声独唱《红旗飘飘》、京剧《红梅赞》、
诗朗诵《祖国万岁》、东北秧歌等节目陆续
登场。一个个精彩的节目表达了广大居民
对祖国的美好祝愿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社区工作人员和居民们一起合唱的《我和
我的祖国》更是让所有的人都热情澎湃，大
家挥动着手中的国旗，发自肺腑的用歌声
唱出对伟大祖国的热爱。

该社区负责人表示，本场演出丰富了
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激发了社区居
民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感。同时，充分展现
了社区居民奋力谱写新时代社区发展新篇
章的精神风貌。

社区变干净了 居民变文明了

门头沟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提供

我区举办2019年
公共文明引导员宣讲大会

迎国庆 展形象

本报讯（通讯员 刘焕敏）近
日，我区举办“迎国庆展形象，做
新时代文明北京人”为主题的宣
讲大会。95名公共文明引导员集
聚一堂，共同聆听了5名宣讲员的
宣讲报告。

宣讲员们赞美家乡、叙述成
长经历、畅谈工作和学雷锋赶先
进体会，从各个角度讲述着无私

奉献、助人为乐、创新工作方法等
感人的故事，诠释着公共文明引
导员志愿服务的真谛。

通过此次宣讲活动，进一步激
发了广大引导员爱岗敬业、无私奉
献、积极向上、努力工作的雄心壮
志，大家一致表示：今后，一定认真
工作、文明引导、柔性引导，为首都
的精神建设与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本报讯（通讯员 段蓓）为了让
广大青少年了解和缅怀革命先
烈的光荣事迹，激发孩子们的阅
读兴趣，近日，大峪街道双峪社
区携手区图书馆开展红色绘本
亲子阅读活动，15组家庭参加了
活动。

活动现场，老师为孩子们讲
了《远去的马蹄声》一书。这是

“长征绘本丛书”中的一部。讲
述了贺龙将军之女贺捷生才刚
刚出生 19 天，就被父母装在一
个小骡马驮的箩筐里和父辈们

一起走长征路的故事。在老师
绘声绘色地演绎下，孩子们聚精
会神地感受着长征路上的惊心
动魄和艰辛。通过对故事的演
绎，孩子们也深深地认识到今天
的幸福生活是由无数先烈的鲜
血换来的，纷纷表示要珍惜现在
的学习机会，努力学习，做新时
代文明少年。

绘本阅读结束后，老师还教
孩子们编织了“草鞋”，让孩子
们在亲子互动的交流中，享受了
快乐、收获了知识。

市民反映，中门寺南坡小区26号楼1单元一住
户私拉电线至底层为电动汽车充电，存在较大安全
隐患，希望核实处理。

“飞线充电”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由于从楼上
私自拉设电线未采取固定措施，且未经过专业电工
日常检测，极易与墙体产生摩擦，经过长时间风吹日
晒雨淋后，很容易造成电线老化，导致漏电伤人或短
路失火。另外从自家私拉电线使用的插座普遍没有
充满自停功能，电动车通常是整夜充电，经常过载充
电会造成电池鼓包变形，进而发生电气故障引发火
灾。

龙泉镇接诉后，由该镇安全科联合中门寺南坡二
区居委会立即赶赴举报地点进行检查。经查，被举报
人确有“飞线充电”现象。该镇安全科工作人员和居委
会工作人员随即进入当事人家中对其进行劝阻，明确
告知其私拉电线的危害性，并要求尽快收回电线。市
民对此表示满意。

下一步，龙泉镇将加强巡查和监管力度，加大辖
区内“飞线充电”排查、规范电动车停放及充电问题，对

“飞线充电”现象采取跟踪检查、不定期抽查等方式，发
现一处、清理一处，从源头上防范于未然，将飞线整治
工作持续化、常态化，彻底清除小区”飞线充电”这一消
防安全隐患。同时，也将加大宣传力度，让市民知晓电
动车违规停放和充电的危害性及严重后果，提高辖区
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识，提高预防火灾事故的能力。

尊老爱幼 扶贫济困

慈善基金会与社会服务组织达成公益慈善项目战略合作
本报讯（记者屈媛）为了能够更

好的发挥首都各类社团服务机构的专
业优势，扎实地做好北京地区公益慈
善服务项目与合作发展，近日，北京荣
德利生慈善基金会与北京尚德社会组
织服务中心在我区社会组织服务孵化
中心举行“感恩有你，携手共行”公益
慈善项目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记者了解到，双方将遵守社会道
德风尚，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弘扬中
华民族尊老爱幼、扶贫济困的传统美
德，依法筹募慈善资金，在社会公共
福利、社会扶贫、特殊教育、社会援
助、公益文化活动5个方面开展公益
慈善服务合作，扶助弱势群体，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尽心尽力，

促进社会的公平和进步。
在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之后，双

方正式签订了第一份近10万元的公
益服务项目合作合同——《门头沟区
残障人士服务项目合作协议》，荣德
利生慈善基金会这次捐赠的慈善资
金将全部用于我区残障人士帮扶工
作，帮助身心障碍者提升独立生活和

社会融入的能力，由尚德公益负责具
体项目的落地与实施。

北京尚德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主任
俞陈锋介绍说：“通过这次签约仪式，
也希望今后能引入更多的基金会，为
我区的老年人和特殊人群提供服务和
支持，尚德公司作为平台，争取引入更
多资源，为全区提供更好的服务。”

双峪社区
携手区图书馆开展亲子阅读

传承红色基因 践行新时代文明

增东社区举办健康讲座
本报讯（通讯员 郝占军）近

日，大峪街道增产路东区社区组
织开展了“2019年专家团队科普
报告进社区”活动，30户社区家庭
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区医院消化内科
的医务人员为广大居民讲授题为

“消化道早癌诊治现状及内镜治
疗”的健康讲座。医务人员介绍
了目前我国与其他国家消化道早
癌诊治现状及内镜治疗的对比、
治疗手法等方面的内容。一幅幅
病理照片触目惊心，一个个疾病

案例痛不欲生，让居民深深意识
到早癌普查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医务人员的讲座贴近生活、生动
有趣，深受居民的欢迎与肯定。

通过讲座，居民们对日常的
胃肠镜治疗有了更进一步的了
解，学到了更多的健康知识，同时
也为自己的身体健康起到了保驾
护航的作用。该社区负责人表
示，为进一步提高居民的健康意
识，对健康多一点关注，对疾病少
一份担忧，社区将会安排更多的
健康教育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