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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王丽荣 麻鹒
信）大台街道不断推进“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转化，坚持

“小切口、大治理”，将“小意见、小纠
纷、小麻烦、小环境、小隐患”作为调
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的切入
点，推行“五小工程”，着力打造一批
民生微工程，提升地区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启动以来，该街道工委书记带领
班子成员深入社区一线开展密集调
研，实地走访居民，召开现场会，广
泛听取社区干部、党员群众的“小意
见”，共征集梳理问题30个，现场解
决10个，挂账督办20个，目前已解
决8个，形成专项整治问题清单14
项，为下一步检视问题、推动整改打
下坚实基础。

依托“听我一声劝”劝导队和“门
头沟热心人”志愿服务队，积极开展
文明劝导活动，及时劝导和化解社区
里的小纠纷。9月以来，累计调处家

庭内部、邻里上下、商户之间的小纠
纷50余起。同时，发动200余名党
员志愿者劝阻店外经营、违规停车、
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461起。

结合辖区老年人多、残疾人多
的现实情况，针对便民服务设施覆
盖不全且居住分散出行不便的痛点
难点问题，大台街道黄土台等社区

开展的“便民服务大集”“真情代办”
和落坡岭等社区开办的老年餐桌，
有效化解居民日常生活购物难、吃
饭难、服务难的麻烦事。

同时，该街道结合各级“创城”
实地检查发现的问题，按照“七边三
化四美”的要求，开展“文明天天见”
系列活动，打造“不乱扔垃圾的家
园”。9月以来，200多名党员热心
人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引导广大社
区居民参与环境综合整治。各社区
开展各类集中整治行动70余次，清
理垃圾 131 吨，清理卫生死角 78
个，群众居住的周边“小环境”得到
有效改善。

此外，该街道对照“创城”指标
体系和平安建设工作要求，围绕预
防煤气中毒、电动自行车充电、楼道
堆物堆料等方面，开展安全隐患排
查专项行动，对于发现的隐患立行
立改，组织社区志愿者帮助居民及
时纠正不安全行为，累计消除社区
居民身边的“小隐患”43个。

大台街道坚持“小切口、大治理”打造民生微工程
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近日，市民反
映军庄镇军庄村停
放私家车的停车位
不能满足日常需
要，希望在附近增
设停车位。

接到市民反映
后，军庄镇立即责
成军庄村进行处
置。村干部进行了
多次的实地调研，
并与镇政府相关部
门沟通后，最终选
择在109国道军庄
段道路南侧设置一
处停车场。

据了解，该位
置原为一处多年的
违建，在我区今年

“基本无违建区”创
建工作中，被依法
拆除。

经过几天紧张
的施工，场地内的杂物被清理干净，
路面平整后铺设了石渣，建成了一个
700余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近200
辆车的停车场，缓解了周边百姓停车
难题。

▲ 停车场投入使用

民生

百姓盼观献礼片
暖心安排达心愿

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本报讯（通讯员 李琳）近日，大峪
街道向阳社区第二期书法班正式开
班。本期学习共 8节课，每周三上课，
参与人数 20人。

向阳社区的居住人群以老年人
为主，去年与区老干部局联合举办了
硬笔书法班，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
应，课程结束后，学员们通过练习，想
继续学习。

学员樊永凤课后表示，虽然已经
退休了，但是能够在社区参加老年大
学的学习班，很开心，这是第二次听
书法课程，老师很耐心，让自己对书
法的了解和实践不断加深。

老有所乐学书法老有所乐学书法 陶冶情操乐开花陶冶情操乐开花

天气渐凉气温降低
季节性疾病需预防

门头沟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提供

急救知识送环卫 凝心聚力齐“创城”
本报讯（记者 杨铮）近日，区

医院120急救分中心的工作人员
来到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为环
卫工人们普及急救知识。

医生从理论到操作，详细为
大家讲解了“外伤包扎”和“正确
拨打120”等相关内容，并准备了
模拟道具，帮助大家操作练习。
急救知识的普及，帮助户外工作
者们提高了自救、互救的能力。

参加学习的环卫工人说：“平
时我们没有关注过这些专业知
识，今天学到了很多，今后在日常
清洁好城市环境卫生的同时，也
能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

区医院120急救分中心医生
李永才表示，下一步，医务人员还
将走进社区、学校和企业，为更多
的人普及急救知识，为“创城”贡
献出一份力量。

本报讯（记者 杨铮）目前，天
气逐渐转冷，早晚温差加大，呼吸
道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也进入了
高发期。

呼吸道对冷空气的刺激最为
敏感，骤然降温使呼吸器官抵抗力
下降，病菌乘虚而入造成上呼吸道
感染，轻则引起外感咳嗽，重则可
使气管炎或支哮喘性支气管炎发
作。此外，市民在外出时，血管骤
然收缩，容易导致血管阻塞，引起
高血压或心脑血管不通，从而诱发
心绞痛、心梗、中风等心血管疾病。

区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许哲
说：“大家在出门前要关注天气预
报，注意增加衣物。要多饮温水
保持呼吸道湿润，同时应注意加
强锻炼，增强自己的体质，减少呼
吸道疾病的发生。如出现前胸后
背压迫性的疼痛，应及时到医院
就诊，排除心肌梗死和心绞痛疾
病的发生。如出现半侧肢体活动
不利和麻木、言语表达不清、喝水
呛咳的症状，有可能是患上了急
性脑血管类疾病，需尽快诊断做
相应治疗，避免发生生命危险。”

本报讯（通讯员 王茹）为全面贯彻落
实《全民健身条例》，展示地区群众体育风
采，活跃社区居民文化体育生活，加强街
道社区与街道机关单位之间的联系和交
流，推动群众体育活动蓬勃开展，近日，东
辛房街道在该街道文化中心举办了“全民
健身始于辛 和谐社会践于行”第二届全
民运动会。

本次运动会共吸引13个社区300余
人参与。运动会采取竞技体育的方式分
5项进行，比赛项目有拔河、踢毽子、跳
绳、象棋、立定跳远比赛。居民们摩拳擦
掌、蓄势待发，对接比赛项目充满了信心
和激情。

在拔河比赛现场，当哨声一响，大家一

齐发力，卯足了劲拼命往后拉。“一、二、三
……”整齐的口号声在室内回响，引来了人
们围观。“加油！加油！”边上的啦啦队兴奋
地挥着手，为自己小队呐喊助威。选手们
赛场上奋勇争先，下了赛场气氛和谐。

参加活动的居民说，整个比赛过程热
闹、激烈、活泼，展示了社区居民健康向上
的精神面貌。

该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举办此次全
民运动会目的就是让大家在街道办事处
的引导和组织下，切实践行运动健身的行
为习惯，让全民健身真正转化为全民健
康。而且对于街道深入开展全民健身活
动，实现社区居民健康指数更上一层楼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东辛房街道举办第二届全民运动会

近日，大台社区居民反映，想观看
最近上映的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可
街道附近没有电影院，距离最近的电
影院开车要1个小时，希望社区能组织
开展该电影放映活动，满足辖区百姓

的心愿。
大台街道接诉后，深入社区进一步

了解居民对观看献礼片的迫切愿望后，
街道组宣部“接诉即办”，立即购买该影
片，举办了“大台街道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电影专场—《我和我
的祖国》”放映活动，组织辖区居民、大
台煤矿职工、大台中心小学师生共计
600余名观众观看了该影片。

观看现场，大家激动万分，热泪盈
眶。随着故事情节的不断推进，所有人
的爱国之情也越发高涨，真切感受到了
祖国的飞速发展，纷纷表示为新中国成
立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感到骄傲
自豪。影片在《我和我的祖国》歌曲中
落下帷幕时，现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
声。市民对街道的暖心活动表示非常
感谢。

大台地区地处山区，交通不便，群众
文化娱乐设施较少，为推动地区文化建
设，丰富百姓业余文化生活，大台街道联
合区电影放映中心，于今年4-9月期间
到辖区各个社区播放露天电影共计40
余场，获得了辖区百姓的一致好评。

下一步，大台街道将根据辖区百姓
需求，组织形式多样的文化娱乐活动，
让百姓共享文化惠民的丰硕成果，为百
姓搭建沟通的桥梁，增进邻里情感交
流，促进社区文明和谐，营造温馨社区
生活氛围，共建美好幸福家园。

观影现场▲

施工中▲

新桥西区开展免费送菜公益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宋歌）近日，

大峪街道新桥西区联合“壹公里”
市场开展了“温暖新桥西、送菜进
社区”免费送菜的公益活动。

新桥西区居委会大门口前堆
满新鲜的白菜，这些白菜用保鲜膜
包装好，整齐排放着。“壹公里”的
工作人员尽量简化活动过程，登记
符合条件的居民信息，减少社区居

民的等待时间，保证现场的居民朋
友们能够快速的领取白菜。

现场领白菜的居民们井然有
序的排队，拿到了白菜的居民朋
友们开心不已。此次免费送白菜
活动，可以让更多的居民感受到
温暖，实现全民公益、社区、社会
单位共同谱写新时代新篇章，让
社区更加美好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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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坡社区

清理刮断树杈 消除安全隐患
本报讯（通讯员 马欣）近日，

大峪街道龙坡社区居民反映社区
内有一个树杈子被风刮断了，居
委会干部立即赶到现场，及时解
除了安全隐患。

当时，一棵七八米高的树上，
倾斜下一根足足有碗口粗细的大
树杈，不仅有安全隐患，还严重的
影响了居民的出行。居民们和辖
区商户提供了钢锯、斧头等工具，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树杈被切
割成几段转移到了安全位置，为

百姓解决了燃眉之急。
据了解，龙坡社区充分利用

“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开启走动式
服务，增强管理力度，提高办事效
率。该社区负责人表示，基层工作
服务于老百姓，基层工作的过程
离不开老百姓的理解与支持。怎
样与老百姓互动是能否做好基层
工作的关键。我们交付居民一把

“哨子”，我们随时倾听“哨音”，争
取第一时间知晓问题、第一时间
解决问题，时刻服务于居民。

德露苑社区

老人意外摔倒 热心人忙救助
本报讯（通讯员 李宁）近日，

大峪街道德露苑社区一位高龄老
人摔倒在了社区理发店门前的马
路牙子上，得到了社区热心人的
及时救助。

当时，老人因受伤严重无法
起来，脸朝下趴在路边。幸亏理
发店老板及时发现，立即跑上前
来询问老人情况，马上拨打120急
救电话并联系德露苑社区居委
会，又怕老人趴着太凉拿来自己
的垫子放在了老人的身下，为老
人保温。

该社区主任第一时间赶到事
发现场，老人趴在地上动弹不得，
情绪紧张害怕。在社区主任、工
作人员的帮助安抚下，老人的情

绪得到了有效的缓解。5分钟之
后急救车赶到，社区工作人员及
时联系了老人家属，但儿女均不
在家。社区主任便和急救人员一
起将老人送往最近的区医院。在
急救车上老人的身体微微颤抖，
不断说着感谢的话。

到达医院后，挂号、检查、拍
片、交款，社区主任推着担架床忙
前忙后。当看到老人的病情得到
了有效的处理，大家也松了一口
气，提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

目睹了整个事件过程的居民
纷纷表示，当居民遇到困难社区工
作人员和热心人及时伸出援手，值
得点赞！今后要多向他们学习，将
正能量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