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本版编辑/李继颖 ■ 美编/潘洁

2019年10月9日 星期三

本报讯（记者 屈媛）随着科技
飞速发展，人脸识别技术应用越来

越广，从解锁手机到“刷脸”支付，高
科技为我们省去了不少“麻烦”。如

今，人脸识别已运用到了社区门禁
上，对着电子显示屏刷一下脸，楼门
就会自动打开，这样方便快捷的智
能系统，已经正式登陆大峪街道滨
河西区社区。

社区曹大姐跟记者说：“社区
新安了智能门禁，刷脸就能进门，
实在是太方便了，出门不用带钥匙
了不说，外面的人都进不来，只有
我们楼门的人能开，又方便又安
全。”

记者了解到，智能门禁可不止
方便快捷这一个优点，它还能通过
智能算法有效规避风险，提升社区
安全性。据悉，智能门禁系统有利
于整合社区各类数据，进一步增强
社区的安全防范功能，提高安全防
范水平，保护公民人身、财产安全。

此外，据技术人员介绍，智能
门禁还有大数据、云计算等功能，
可以大大提升人口及租房人员的
管理精度，也将有效遏制群租房现

象的发生，居民安全感将得到进一
步提升。

记者看到，智能门禁的手机软
件上有一个访客功能，前来的访客
只需输入房间号，房主就可以通过
手机APP给客人开门，与此同时，
门禁上的监控器还将拍下访客的照
片做数据存储。

大峪街道滨河西区社区党委书
记韩凤霞说：“目前，社区共安装智
能门禁系统96个，已经全部投入使
用，社区居民可通过刷脸、卡扣、手
机APP三种方式轻松进门，便捷又
安全。我们将继续加大社区精细化
治理工作，让社区居民获得更多的
幸福感和安全感。”

据悉，为加快全区公共安全视
频监控重点项目建设和视频资源
的联网整合，我区以蓝龙家园、滨
河西区、石门营B1、小园一区为试
点，推进智慧社区建设，提高安全
防范水平。

民生

清理前▲

市民反映，龙泉镇育园小学附属幼儿园（小班区）周
围杂草丛生，易招蚊虫，孩子上学经常被叮咬，希望协调
相关单位清除杂草。

龙泉镇接诉后，立即联系西山艺境社区核实处理。社
区居委会随后组织人员对该处杂草清除完毕。市民对处
理结果表示感谢。

近年来，龙泉镇把改善人居环境作为一项重点工作，
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人居
环境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但部分地区还存在脏乱差问题，
与广大群众期盼还有较大差距。下一步，龙泉镇将继续加
大环境整治力度，不断提升人居环境。

一是继续强化宣传，让生态环境整治成为人人参与
的自觉行动。利用大喇叭、悬挂标语、入户发放宣传材
料等方式使生态环境整治家喻户晓，上下思
想统一；充分发挥各社区、各村文艺团体的
作用，深入宣传生态环境整治，激发群众的
参与热情；广泛开展爱国卫生活动，组织动
员居民群众走出小家，挥汗街头，改变“屋内
现代化，屋外脏乱差”的状况，不断提升居住
环境。

二是不断完善相关制度，确保长效管理
到位。建立健全卫生管理制度和奖惩制度，
强化日常管理，加强对保洁员的管理，进一步
细化保洁标准，扩大保洁范围，提升保洁质
量，严格做到“一天两清扫、垃圾日产日清”。

三是加大绿化、亮化、美化投入，完善基础设
施建设，全方位整治环境卫生，彻底改变村居环境，
达到“时时干净，处处干净”的目标。

路面破损易积水
重整新修暖民心

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杂草丛生易招蚊虫 立即清除优化环境

西山艺境社区开展“艺境讲堂”课程
本报讯（通讯员刘娜）为了提升社区

女性形象，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近日，龙
泉镇西山艺境社区邀请专业化妆老师来
社区文化活动室开展“艺境讲堂”——基
础文艺理论课，为社区女性朋友开展化
妆培训课。

本次培训邀请到了专业彩妆师来
现场指导授课，老师主要从护肤理论和
化妆技巧两方面来给学员做讲解和演
示。首先讲解了一些基础的护肤知识，
从护肤品的选择到清洁、护肤的顺序，
老师建议大家要根据自己的皮肤性质
来保养皮肤。

在随后的实操课程中，老师邀请了
一位女性上台进行真人的示范教学，边
给模特化淡妆边讲解化妆的方法、技
巧，强调了在化妆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纠正了大家在日常化妆中存在的一些
误区。老师演示完毕后，大家亲自动手
为同伴进行现场化妆，现场一片欢声笑
语，大家都开心地表示这次化妆培训让
自己获益良多。

通过此次护肤彩妆培训活动，不仅
让社区女性朋友学到了护肤化妆的基
本知识和技巧，也让大家以更积极自信
的年轻心态去面对生活，展现社区女性
热爱生活、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刷脸”进门 高科技管理获居民点赞

门头沟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提供

八旬老人意外摔倒
社区干部及时救助

本报讯（通讯员 宋歌）近日，
大峪街道德露苑社区工作人员和
热心人及时救助了意外摔倒老人。

当天，社区工作人员在值班
途中，突然发现远处绿化带内好
像趴着一个人，社区工作人员快
步走近一看，一位年近八旬的高
龄老人躺在绿化带内，一动不动
像是晕倒了。当时气温 30 多
度，正是一天最热的时候，长时
间在太阳下炙烤非常危险。看
到这一幕，社区工作人员赶忙进
行救助，一边询问情况，一边联
系社区干部和热心人帮忙施救。

原来，这位大爷是该小区的
居民，中午在小区内遛弯儿，走
到马路边时不慎摔倒晕在绿地

内，社区工作人员发现后第一时
间进行救助，并及时拨打 120。
当时，路过的好心人纷纷上前询
问老人的情况，并主动提供帮
助，急救车来了后，协助大夫给
老人进行检查，测血压、询问病
史等。

经医生诊断，老人并无大碍，
社区工作人员将老人送回了家，
并对其老伴进行安抚。老人的家
人十分感谢居委会人员的帮助，
邻居们也竖起大拇指点赞。

社区干部提示：老年人年高
体弱，独自外出不要走得太远，
最好有家属陪伴出行，尽量带上
一根手杖，注意路面情况以避免
绊脚摔倒，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

本报讯（通讯员路珊珊）近日,
网格员庞文栓、张海娜巡查至新桥
家园小区附近时，在路边捡到一部
手机，并及时将手机归还失主。

捡到手机后，网格员多次拨
打通话记录中的号码，却始终无
人接听。在苦等了半个多小时
后，仍不见失主，此时手机电量快
要耗尽，闻讯赶到的张玉斌队长
将手机暂时带回住处充电，并继
续尝试联系失主。

两个小时后，队员们终于通
过失主的家人与失主取得了联
络，并将手机物归原主。失主杨
先生紧紧握住网格员的手，一再
表示感谢。

网格员门在巡查期间，经常
会捡拾到市民不慎丢失的手机、
钱包等财物，他们始终坚持发扬
拾金不昧、助人为乐的社会正能
量，用实际行动彰显着“门头沟热
心人”的风采。

市民反映，千军台
社区一胡同路面坑洼
破损严重，下雨天积水
排不出去，影响出行，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修
复破损道路。

大台街道接诉后，
立即安排科室工作人员
前往千军台社区进行现
场核查。确定市民反映
属实后，工作人员第一
时间安排应急维修队前
去处理，利用半天时间，
将路面积水排空并对塌
陷破损地面进行硬化并
铺设地砖。同时，调集
车辆对该胡同周边杂
草、杂物等进行集中清
理。居民对街道“一诉
多办”结果非常满意，并
送了一面绣有“热情服务 情系百
姓”的锦旗表示感谢。

大台街道始终高度重视“接诉
即办”工作，坚持“以民为本”的服务
原则，以“切实解决群众所急所难的

问题”为目标，充分发挥12345市民
热线连民心、解民意的桥梁纽带作
用和“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机
制，努力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切实关注群众关心关切的操心事、

烦心事、揪心事，确保事事有落实、
件件有回音。通过解决一件件群众
需求，着力化解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的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水闸西路社区热心人救助落水老人
本报讯（通讯员 杨沫）“年轻的

党员不畏牺牲勇救落水老人，我们家
老人因为社区干部及热心人的及时
搭救，得以脱险，这种见义勇为精神
难能可贵，这面锦旗代表我们的心
意，衷心感谢社区志愿者及社区干部
的及时搭救！”这是近日发生在龙泉
镇水闸西路社区的一幕。

事情是这样的，龙泉镇水闸西
路社区合唱队老师陈占邦在回家途
中，发现永定河引水渠河道内有一
位从上游漂流下来的失足落水老
人。陈占邦见状，心里咯噔了一下，

见落水者在水中扑腾，他第一时间
联系社区，报告这一突发事件。

社区工作人员立即赶到现场。
大家不顾自己的安危从河岸陡坡向
河道奔去，不畏冰凉的河水，奋不顾
身赶到老人身边，一把将老人拽住，
慢慢将老人搀扶起来，并安慰老人
说：“您别着急，我们来救您。”

岸上，社区志愿者辗转联系到
落水老人家属，告知事情内容和发
生地点，让家属赶快赶来。同时，社
区工作人员及时将社区消防车开到
现场，以备不时之需。因事发地点

处于道路交叉口处，社区工作人员
对现场的交通进行及时疏导。

雨后的天气有些阴冷，大家多方
合作对老人展开施救工作。当时老
人意识清醒，大家配合将老人背上，
步履蹒跚的托着老人向堤岸走上去。

最终，大家齐心协力将老人安
全营救上岸，家属热泪盈眶地说道：

“感谢，太感谢了。”因当时老人身体
原因无法行走，社区工作人员用消
防车将老人及其家人一同送回家，
将落水老人妥善安置家中，确保安
全后从老人家中离开。

该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的
救人事件让我们非常感动、骄傲和自
豪。今后，我们将继续弘扬新时代的
文明精神和弘扬社会正气，引导社会
风尚，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网格员拾金不昧
彰显“门头沟热心人”风采

社区联合辖区幼儿园
开展亲子早教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刘娜）为了让
辖区适龄的幼儿家长更了解本社
区的幼儿园，近日，龙泉镇西山艺
境社区联合辖区二十一世纪幼儿
园开展亲子早教活动。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与幼
儿园老师带领家长与孩子一起
做游戏。首先一起做音乐互动
游戏，培养孩子的乐感能力；接
着，粘贴小鸟游戏，培养孩子的
手指协调能力；最后，小朋友互

动游戏，培养其交往能力。现场
的游戏活动，让大家沉浸在欢笑
声中。

小朋友们在开心快乐中度过
了一上午，工作人员给每个小朋
友发放小礼物。参加活动的家长
们表示，通过参加这个活动，不但
对幼儿园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而
且还增加了家长与孩子的亲子关
系，对宝宝早期教育的重要性有
了进一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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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杨铮）近日，大
峪街道龙泉花园社区举办主题为

“树敬老之风 促社会文明”重阳节
活动。

活动中，老人们各展所长，通
过表演歌舞、器乐合奏等形式，表
达心中的喜悦之情，现场欢声笑
语，暖意融融。随后，大家欢聚一
堂共食长寿面，同庆九九重阳节。

参加活动的一位社区老人
说：“我们看着节目吃着面条儿，
感觉特别幸福，希望老年人以后
越过越好，越过越开心。”

据了解，龙泉花园社区一直
以尊老、敬老、孝老为宗旨，通过
一系列举措，在社区内弘扬传统
美德，传递邻里亲情，让老年人享
受和谐、幸福的晚年生活。

本报讯（通讯员杨铮）近日，大
峪街道向阳社区组织开展中老年
趣味运动会，进一步丰富社区老
年人的精神文化娱乐生活。

运动会设置了丢沙包、套
圈、保龄球等比赛项目，既有趣
味性，又有竞争性，比赛气氛融
洽而热烈，赛场中不时传来阵阵

欢笑声和欢呼声。老人们互相
鼓励、交流经验，认真参与每一
项活动。

社区的老人们纷纷表示，今
天开展的体育项目都是有针对性
的，既锻炼了身体，也陶冶了情
操，让我们大家在祥和的氛围中
度过了美好的重阳节。

关爱老年人 情暖重阳节

丰富业余文化生活
提高老年健康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