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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马淑琴）“六联
共创”是龙泉镇在“创城”开始前通
过试点探索出的共创治理模式，通
过实施“六联共创”工作模式，该镇

“创城”工作结出丰硕成果。
“六联共创”就是根据各自的特

点，在村居并行地区稳步搭建起以
“机制联建、党员联管、设施联用、治
安联防、服务联动、文明联创”为主
题的“六联共创”党建引领的服务管
理格局。

据了解，该镇东辛房、西辛房、
滑石道、门头口、岳家坡、三店、天桥
浮、石港这8个村拆迁之后，大部分
村民都搬上了楼房，虽然村的资产
和建制还在，但村民都分散在楼群
里，刚刚建立起来的两个社区筹委
会还在摸索经验，全镇的“创城”工
作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这里的
21栋楼怎么办？

为此该镇组织相关村居召开
会议，商量解决办法。包村的镇组
织委员严鹏郑重地对大家说：“我

们这里是新社区，因为拆迁，周围
环境比较乱，但也绝不能拖全镇和
全区的后腿。咱们的社区筹委会
和8个村要联合起来，打破原来自
顾自的传统模式，要按照镇里提出
的“六联共创”的方法开展工作，
联合起来，发挥各自的优势，开创
工作的新局面。”一阵掌声过后，
大家开始认真讨论怎样联合，又怎
样共创。最后决定，每个村包2栋
楼房，负责承包楼的所有“创城”
工作，一抓到底。于是，16栋楼的
工作就有了着落，把其余的5栋楼
又进行了分工，21栋楼，没有一个
遗漏的。

“六联共创”工作模式实行以
后，好处真是数不胜数。中门寺南
坡社区的西辛房村不仅承包了两
栋楼，还重点负责华怡小区的治理
工作。华怡小区地处拆迁废墟之
中，成为一片危机四伏的孤岛。村
两委班子和物业公司工作人员紧
密配合，带领志愿者逐户上门清理

存在问题，第一轮清理出162个问
题，紧接着就大张旗鼓抓紧解决，
第二轮又清理出50多个问题，又立
马想尽办法解决。两轮下来，华怡
小区彻底变了样。坑洼的道路修
好了，掉灰的楼外墙全部刷新，新
建了文化墙，安装了标语和警示宣
传牌，还新开设了商店，解决了居
民买菜难的问题。镇党委书记亲
自出马，从区市政管委找来7根路
灯杆，为小区安装了路灯，结束了
小区黑暗的历史。

祖祖辈辈住惯了平房大院儿的
农民改变居住习惯也不是很容易，
废弃杂物舍不得扔，还到处乱堆乱
放。村干部带领居民一次次清理，
并在小广场召开动员会，号召大家
告别小农习气，做新社区的主人。
华怡社区的居民把社区的变化看在
眼里，喜在心上，兴高采烈地把一面
锦旗送到了区创城办公室。

此外，该镇梨园地区公共停车
场、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管理也实现

了充分协商下共同管理使用；琉璃
渠地区学校、教育基地文体设施向
村居民开放共享；龙泉务地区通过
村居党组织联合倡议，带头示范，
大力支持疏解整治促提升；大峪地
区村居联合推进党建全覆盖，协同
开展非公党建覆盖工作，填补商务
楼非公党建空白；龙门地区以“村
产居用、村居并行”方式，实现村居
党员共同参与区域治理；三家店地
区村居联合派出所共同建立了2个
综合巡逻站，以解决社会治安问
题，还把15个铁皮垃圾箱换成了不
锈钢全封闭垃圾箱。三家店地区
村居与驻地部队长期共建，开展学
雷锋系列活动，被市级媒体多次报
道；中门寺南坡地区村居联合邀请
第三方机构升级区域精神文明建
设，提升文化队伍组织，合办地区
文体活动，合作开展文明养犬公益
宣传；琉璃渠地区村居将“和谐社
区”与“美丽乡村”建设统筹结合，
在评选中共创佳绩。

绿色置换走进倚山嘉园社区
本报讯（通讯员梁盼)近日，龙

泉镇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绿色置换
活动走进倚山嘉园社区，此次活动
由龙泉镇主办，北京尚德社会组织
服务中心（尚德公益）承办。

活动在倚山嘉园社区小广场
进行，时长为两个半小时。居民
们对本次活动表现出非常高的积
极性，纷纷把家里的废旧物品拿
到置换点，置换了新的炒锅、不锈

钢盆、洗衣粉、肥皂、围裙等生活
用品。

这次活动不仅为小区清理了
环境，也为倚山嘉园的居民提供
了实惠，得到了居民的广泛认可。

该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
置换活动，旨在解决居民旧物处置
问题，减少旧物乱堆乱放情况，从
而改善社区环境，使旧物得到改造
利用，让环保理念深入人心。

民生

▲ 工作人员调整路灯启用时间

整改后▲ 市民反映，清水镇下清水
村南侧109国道两侧路灯每
天晚上7点才亮，但是现在晚
上6点左右天就黑了，给行人
及学生造成很大的不便，也形
成了一些安全隐患，希望相关
单位将路灯时间进行调整。

清水镇接诉后，立即安排
科室工作人员进行处理，第一

时间与公路
局路政养护
科联系协调
调整路灯开
启时间。经
过协同联动，
公路局路政
养护科立即
安排工人将
该路段路灯
开启时间调
整至下午 6
点，快速有效
地解决了群
众诉求。举
报人对处理
结果感到满
意。市民对
此表示非常
满意。

路 灯 是
城市一项重
要基础设施

和民生工程，也是市民夜间
和早起出行的安全保障。
为了给市民提供良好的出
行环境，清水镇将对辖区主
干道照明设施进行全面排
查，同时建立日常巡查机
制，确保辖区内路灯安全有
效运行，为市民夜间安全出
行保驾护航。

消防设施存隐患
及时排查保安全

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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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宠物便便箱”
倡导文明养宠

本报讯（通讯员 王晓明）近日，大峪街道
新桥社区在遛狗者经常路过的小区主干道、主
要路口等醒目位置新设了6个“宠物便便箱”。

近年来，由于小区养狗的家庭越来越多，
有些居民没有及时清理宠物狗在社区的大小
便，小区环境卫生成了很大的问题，同时给小
区卫生清理造成了很大麻烦。

为解决这一难题，新桥社区安装了“宠物
便便箱”，专门为宠物提供拾便袋，方便养犬人
士在宠物狗排泄后第一时间自觉清理，解决不
文明养犬问题，提升居民素质。为了居民取用
方便，社区工作人员会定期检查环保袋存量并
及时添加。

该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宠物便便箱”不
仅方便了居民，也美化了社区卫生环境。新桥
社区将继续加强文明养犬宣传教育，提升居民
的文明养宠意识和环保意识，为创建全国文明
城区贡献力量。

向阳社区举行便民服务活动

龙泉镇采取“六联共创”机制助推“创城”工作开展

门头沟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提供

秋季来临 需预防腹泻
本报讯（记者 杨铮）进入秋季

以来，随着早晚温差的逐渐加大，
腹泻也成为了这个季节高发的疾
病。针对腹泻的发病原因，记者咨
询了京煤集团总医院消化内科主
任医师肖健存，他说道：“秋季腹泻
的发病原因一般都是由病毒、细
菌、寄生虫或真菌感染导致，例如
饮食污染的水源或食物”。

其实，随着气温的变化，季节
性腹泻的发病症状，可在疾病初
期进行预防与治疗。肖主任也带
来了一些建议：“根据病情轻重的
不同，通常腹泻会出现发烧、恶

心、呕吐或水样便症状，严重情况
下可能还会出粘液脓血便等症
状。一般在症状不太重的情况
下，腹泻是一种自限性疾病，可自
行自愈。”

医生也提示大家：“在秋季里
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增减衣物，
少食辛、辣、凉等刺激性食物。当
发生季节性腹泻后，在家也可以做
一些口服补液盐来进行自护。将
1000毫升白开水，加入一勺盐和4
勺糖，水中含有的钾、钠、糖等微量
元素，可有效的帮助我们迅速补充
液体和能量，促进恢复。”

本报讯（通讯员 李琳）近日，
大峪街道向阳社区联合中国银
行、联科医院、老宋开锁等多家企
业、社会团体在社区广场举办了
便民服务活动。

此次活动以“热心献社会 真
情满向阳”为主题，为150余名居
民提供了垃圾分类知识讲解、理
发、配钥匙等多项志愿服务，服务
时长120分钟。

便民服务活动深得社区老年
人的青睐，社区居民马淑英说：“便

民服务活动的内容特别符合老年人
的需求，让大家可以在小区里就享
受到免费的、周到的服务，非常感谢
社区每个月都能提供这样的机会。”

该社区负责人表示，社区根
据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工作安
排，每月举行一次推动日品牌活
动。同时，继续深入发挥新文明
实践站的作用，采取“菜单式”服
务方式，居民需要什么，社区就做
什么，进一步提升便民服务内容
的质量和精准度。

本报讯（通讯员 段蓓）近日，
大峪街道双峪社区党委组织100
余名社区党员、在职党员、积极分
子、志愿者及“两委”一站工作人
员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推动日活
动。此次活动以支部为单位，对
辖区内57个单元楼道内的小广
告、堆物堆料进行集中清理。

活动中，志愿者、党员们“各尽
其责”，团结协作，对楼道内的小广
告、废旧物品及卫生死角进行了地
毯式搜索。年龄大的志愿者、党员
负责一层的小广告及楼道卫生；年

轻的在职党员负责清理楼上的堆
物堆料。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楼
道内的小广告被粉刷干净了、堆物
堆料及自行车被清理出了楼道，还
居民一个干净、整洁的楼道环境。

此次推动日活动，充分展现
了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同
时也是社区“创城”工作常态化的
重要体现。通过推动日活动带动
更多居民群众参与到文明实践活
动中来，提高文明意识，共同维护
社区环境，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助力添彩。

市民反映，龙泉镇高家
园新区小区存在消防安全
隐患，消防水箱没有水、消
火栓和消防大门生锈、消防
通道被锁、地下车库无消防
指示牌和消防推车等，希望
相关单位核实处理。

龙泉镇接诉后，该镇安
全科立即会同社区居委会、
小区物业公司和举报人对
举报案件里所涉及的消防
问题逐一检查，针对核查属
实的问题责令物业公司限
期整改。整改期过后，相关
工作人员再次来到举报地
点检查整改情况。消防栓
可以正常开启，不存在生锈
问题，消防水箱液位计正
常，中控人员均持有岗位证书，地库有安全
出口指示牌，中控室防火门无变形，无敲痕，
消防大门和消防通道无堵塞。目前，举报人
所述的问题均已整改到位。市民对处置结
果表示满意。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为了进一
步增强辖区企业、商铺的安全责任感，切实
保障辖区内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龙泉

镇将开展消防安全隐患大排查工作。一是
要求辖区内商铺及企业对用火、用电情况、
消防安全措施落实情况、电线是否乱拉乱
接现象进行全面排查；二是要求辖区内社
区及物业公司对小区安全出口及疏散通道
是否通畅、消防器材是否规范安装方便使
用、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是否完善、消防中控
室是否正常工作，并对排查过程中遇到的

电动车随意停放和各楼栋之间存在高空甩
线给电动车充电及在楼道内堆放杂物立即
制止并清理；三是对于排查出的隐患问题
立即整治，对于存在问题立刻整改，并做好
相关记录。

区作家协会到驻区部队举办诗歌讲座
本报讯（通讯员 李迎杰）10月8

日，作为北京十月文学月在我区的
第一场活动，区作协主席、诗人马淑
琴到驻区93770部队，为部队官兵
主讲了题为《诗歌是文学的最高形
式》的诗歌讲座，受到部队官兵的热
烈欢迎和一致好评。

区作家协会将加强本区诗歌文

化建设与拥军工作紧密结合，于8
月下旬深入驻区部队采风，精心创
作了反映部队生活和精神面貌的诗
歌100首，正在由区有关部门编辑

“双拥”诗歌专集。在和驻区部队加
强交流的基础上，根据部队文化需
求，与部队共同制定了在北京十月
文学月期间举办诗歌讲座的计划。

区作协主席马淑琴紧密结合中
国新诗百年的历程和经典的诗歌作
品，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深入浅
出、真诚实在地讲解诗歌在文学中
的地位、诗歌的概念、诗歌的语言、
意境的营造、诗人的想象力、思辨与
抒情、真情与深入等课题，并加以深
情朗诵有关段落或诗句，来说明创

作理论，到场的百余位部队官兵听
得非常认真，不时爆发热烈的掌声。

部队教导员李明辉说：“今天
的讲座让军营官兵对诗歌这一文
化形式有了新的认识，体味到了诗
歌文化的魅力，丰富了官兵的文化
生活，浓厚了文学氛围，受到官兵
一致好评。”

双峪社区
开展新时代文明推动日活动

整改后▲

和谐社区与美丽乡村统筹结合

本报讯（通讯员 杨崇花）为让
学生和家长学到前沿的科技知识，
锻炼孩子们的观察、记录能力，引导
公众积极心态，龙泉镇琉璃渠社区
携手雅歌优学（北京）教育咨询有限
公司，在承接北京市科协科普益民
工程中协助实施，通过举办讲座、研

讨、参观学习等形式，聘请专家老
师，开展系列科普活动。

目前，该社区组织学生、家长参
观了北京石墨烯研究院，聘请蒙恩
关爱家庭中心的老师讲解了“从‘心
’开始 拥抱健康”“用心沟通、用爱
交流”讲座活动。将在10月底前完

成“关爱老人心理 营造家庭和谐”
“链接你我，健康成长”“积极心理、
阳光心态”现场研讨和科普竞赛等
活动。让更多的家长和孩子将心理
素质教育作为学习的重要内容。

参加活动的居民说：“社区组织
的活动特别好，提升了社区居民心

理健康素养，培养了积极乐观、健康
向上的心理品质。”

社区干部表示，通过开展一系列
活动，加强了基层社区心理健康服务
体系建设，推动了基层心理健康科普
工作的开展。同时，营造了友好互信
的人际关系和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

琉璃渠社区开展科普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