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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爱心的“门头沟热心人”

修复后

▲ 修复前

民生

宠物寄养定金难退
监管部门成功调解

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我区举办我区举办
““故乡与祖国故乡与祖国””诗歌朗诵会诗歌朗诵会

向阳社区
主动揽诉解民急 抢修破裂水管

门头沟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提供

石门营一区开展串珠培训

修复破损道路
方便百姓出行

▲
大峪街道

举办失业人员插花技能培训班

清水镇下清水村
拓宽藜麦销售渠道 发展农民增收新途径

本报讯（通讯员 张进珠）“曹爷
爷新年快乐！给您发了100元红
包，自己勤工俭学挣钱啦！这是我
的一份心意，请您收下。”看着自己
资助的学生发来的新年祝福,曹玉
常觉得自己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
的，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曹玉常是大峪街道双峪社区的
一名退休党员，自己经营着一家广
告公司。12年来，在他的资助下，
北韩村小学的孩子们用上了新的桌
椅和电脑，两个孩子圆了大学梦。

曹玉常的公司有员工20余人，
来自全国各地，在他公司中有个员
工叫程建国，是河北省保定市易县
凌云册乡北韩村人。有一次，曹玉
常和程建国聊天，程建国说到了自
己家乡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特别
是孩子上学的条件特别差。曹玉
常听完后心情很沉重，当即对程建
国说：“你把工作安排一下，我和你
一起回趟家，为孩子们上学解决点
儿实际困难。”程建国听后露出感

激的笑容。
来到北韩村小学后，曹玉常了

解到，北韩村小学共有前后两排平
房教室，前排教室比较破旧，但是
还能使用，后排教室因年久失修根
本无法正常使用。看到30多个孩
子挤在一间破旧的教室里上课，曹
玉常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当即决
定要给孩子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学
习环境。

从2007年至2018年，曹玉常
先后到北韩村小学进行实地考察、
帮扶，为这所小学资助20万余元，
为孩子们增添新桌椅36张，购置了
新型桌椅30套；为学校购买了电脑
20台供学生学习科技知识；为学生
购买了儿童篮球、足球、羽毛球、跳
绳等玩具，丰富了孩子们的业余生
活；为学校购置儿童图书、画报200
余册，办起了图书室。

每年“六一”儿童节前夕，曹玉
常都去学校给孩子们送礼物。看到
孩子们冬天没有棉衣穿，曹玉常投

资7000元向厂家订购羽绒服30余
套为孩子们御寒；春天到了，他又投
资4000元请裁缝到学校给学生们
量体做校服，孩子们穿上了漂亮的
校服开心极了，十分感谢北京的曹
爷爷。

除了资助学校，帮助学校改善
学习环境，曹玉常还资助贫困学生，
帮助他们圆了上学梦。

有一次，曹玉常到学校了解孩
子们的学习生活情况，询问他们还
有没有什么困难。在与老师的聊天
中得知二年级的一名学生叫赵薇，
家中贫困，母亲经常患病，为了照顾
患病的母亲，孩子不能来学校上课，
赵薇的学习成绩非常优秀，经常受
到老师的表扬，如果辍学实在是太
可惜了。曹玉常了解情况后，和老
师一起去这个学生家中看望，看到
孩子家中的情况，曹玉常立即拿出
2000元让孩子买药和营养品。从
此以后，赵薇家就成了曹玉常的帮
扶对象，他时常向老师了解赵薇的

情况，只要去学校就会到赵薇家看
看，临走时还会给他们留下生活
费。通过曹玉常的帮助，赵薇小学
毕业后考入了衡水重点中学，经刻
苦学习又考入大学，现在正准备考
研究生。赵薇的妹妹赵静也在姐姐
的影响下，考入了大学。据不完全
统计曹玉常共为赵薇家资助学费和
生活费1.4万元。

曹玉常坚持扶贫济困12年，他
的爱心和热心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树立了榜样。北韩村小学的300多
名学生，没有忘记来自北京的曹爷爷
的帮扶，随着孩子们的年龄增长，知
识面的拓宽，他们将把从曹玉常身上
学习到的乐
于助人、奉献
爱心的精神
传 递 到 社
会，让“门头
沟热心人”的
热心接力温
暖更多的人。

本报讯（通讯员 李迎杰）作为第
四届北京十月文学月的内容，在区
委宣传部、区文联的支持下，近日，
区作家协会与龙泉镇共同举办了

“故乡与祖国”诗歌朗诵会。
朗诵会在龙泉镇党群服务中心

会议室举行。担任朗诵的有区作家
协会的领导和骨干会员、龙泉镇党
政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倚山嘉园社
区诗社社员，还邀请了专业朗诵艺
术家姬国盛、秦洪峰、籣馨。

现场观众认真聆听着每一首诗
歌作品，被这些诗意描摹和深情歌
颂故乡与祖国的诗句深深打动，全
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大家一致
认为这场朗诵会筹备认真、作品优
秀、朗诵到位、参与广泛，是一场既
体现诗歌艺术和思想内容，又接地
气的朗诵会。通过这次活动，区作
家协会和龙泉镇都进一步体会到文
学与地区工作和生活实际相互结合
促进的好处。

据了解，我区有着悠久的诗歌
文化传统，多年来坚持诗歌文化建
设，被中国诗歌学会和北京作家协
会分别授予中国诗歌之乡和北京诗
歌之乡称号。近年来，不仅区内作
家诗人创作了大量的歌颂祖国和家
乡自然山水与历史人文的诗歌作
品，还邀请国内著名诗人到区内采
风创作，出版了《诗意门头沟》《诗韵
京西》等诗歌专集。

本报讯（记者 陈凯）这几天，
清水镇下清水村种植的50亩红藜
麦喜获丰收，村委会组织村民将
收割的藜麦加工、包装，并通过各
种渠道进行销售，切实带动村民
增收致富。

记者在村内活动室看到，村
民正在将加工好的藜麦装入袋
内，准备进行包装。为了让这些
藜麦切实变成村民增收的新途
径，村委会积极与对口帮扶单位
进行协商，定期收购藜麦。同时
充分运用微信平台，实现线上、线

下双通道销售。
下清水村第一书记马跃军

说：“从10月25号到目前销售了
800斤藜麦，收入近5万元，接下
来，村委会将继续扩大销售渠道，
打造品牌，把藜麦变成村民收入
的又一个增长点。”

据了解，藜麦具有丰富的营养
和显著的食疗功效，属于易熟易消
化食品。其口感独特，有淡淡的坚
果清香，特别适于“三高”和心脏病
等慢性病患者食用。市民可从现
场或通过微信平台进行购买。

本报讯（通讯员 李琳）近日，大
峪街道向阳社区 3号楼前地下自来
水管道出现破裂情况。为了避免破
损带来更大的损失以及影响居民的
正常用水，社区进行了及时抢修。

为了保证居民在停水期间的生
活用水，社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通知
居民并联系应急水车到向阳楼 5号
楼前，提供居民接水点以保证居民在
晚餐时间的供水量。

经过近4个小时的抢修工程，更

换了新的水管，恢复了正常用水。在
抢修期间，社区工作人员为居民接
水，整个过程持续 3小时，虽然排起
长长的队伍，但是非常有序，应急水
车共服务居民300余人。

社区居民表示，社区对本次突发
情况的应急处置非常到位，预知居民
诉求，及时安排，未发生因抢修停水
而产生的矛盾。居民为社区能够想
居民所想，急居民所急表示支持和感
谢。

本报讯（通讯员 李海燕）为进
一步丰富社区居民文化生活，近
日，东辛房街道石门营一区在活
动室组织社区巧娘开展手工串珠
活动，40多名社区巧娘参加学习。

活动中，来自布韵传奇的王
老师为大家讲解串珠方法。巧娘
们认真学习，对照着口诀，个个做
的有模有样，活动过程中充满了
欢声笑语。一颗颗色彩艳丽的珠

子在她们的巧手编织下，变成了
精美的平安球。大家对这样动手
动脑的手工活动非常喜欢，看到
亲手编织出来的精美手工艺品，
有一份小小的成就感。

此次活动为社区巧娘们搭建
了一个交流兴趣爱好的平台，让
大家在活动中增加了互动，也给
日常生活增添了趣味，更加提升
了社区巧娘们的快乐。

本报讯（通讯员 宋歌）为进
一步提高失业人员再就业能力和
创业能力，积极做好新形势下的
就业再就业工作，近日，大峪街道
失业人员插花技能培训班在区人
保局职业技术学校举办，共40余
名失业人员参加了培训。

培训中，老师采用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教大家做

绢花、插花、设计造型等。大家分
成五组进行学习，学习了玫瑰花、
月季花的做法，现场气氛热烈。

大峪街道促就业工作人员表
示，插花培训班在大峪街道还是首
次举办，通过前期失业人员摸底调
查，根据他们自己的培训意愿，灵
活设置培训专业，进一步促使培训
多样化，深受失业人员欢迎。

市民反映，其通过微信方式联
系了一家宠物店要求寄养宠物，商
家表示应交200元定金，其缴费后
又不想宠物寄养了。商家称定金不
退，市民对此不认可，请求帮助协调
退费问题。

区市场监管局接诉后，立刻责
成永定工商所进行处置。经过工作
人员的现场调解，商家同意退还定
金，退费纠纷调解成功。

区市场监管局提示消费者：要
注意“定金”与“订金”两词的不同含
义和法律责任。“定金”是一个规范
的法律概念，是合同当事人为确保
合同的履行而自愿约定的一种担保
形式。“定金”指为保证合同的履行，
消费者预先向销售者（卖方）交纳一
定数额的钱款。合同上是“定金”
的，依据《合同法》相关规定，一方违

约时，双方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执行；
如果无约定，销售者（卖方）违约时，

“定金”双倍返还；消费者违约时，
“定金”不返还；“定金”的总额不得
超过合同标的的 20% 。“订金”并非
一个规范的法律概念，实际上它具
有预付款的性质，是当事人的一种
支付手段，并不具备担保性质。“订
金”的效力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约
定。双方当事人如果没有约定，“订
金”的性质主要是预付款，销售者
（卖方）违约时，应无条件退款；消费
者违约时，可以与销售者（卖方）协
商解决并要求经营者退款。如果双
方当事人另有约定，则按照约定执
行。定金”与“订金”虽只一字之差，
但法律上的含义却截然不同。在以
后日常生活中，大家一定要区分清
楚。

军庄镇军庄及灰峪村的村民
多次致电12345，反映军庄镇军
灰路年久失修，破损严重，影响出
行，希望政府能够对军灰路进行
大修。

军庄镇接诉后，镇项目办会
同村委会工作人员前往该路段进
行现场勘查。经查，军灰路总长
1.7 公里，全部为水泥混凝土路
面，是灰峪村及灰峪新村居民出

行的必经之路，随着交通流量增
大及使用年限的增长，水泥混凝
土路面出现了裂缝、沉陷、断板、
坑槽等病害，交通设施破旧及损
坏，严重影响了居民出行体验及
安全。

为了让村民出行更加通畅，
彻底解决老百姓出行难及扬尘等
问题，军庄镇特向区政府提交军
灰路大修计划，最终由区公路局

负责对军灰路路面工程、交通工
程和附属工程进行大修。由于该
路段路面宽度存在近 3 米的差
值，施工单位在施工前进行了细
致的勘查工作，制定详细实施方
案，于今年8月开始动工。为了
保证工程质量，施工中将原混凝
土路面病害严重部分铲除后进行
重新浇筑，全线采用沥青混凝土
罩面，提高了行车舒适性及使用

耐久性；通过完善排水设施，加设
护栏，完善标志，增设标线等，全
面提升了车辆及行人通行安全；
同时增设了树池，确保路侧苗木
的正常生长，保护了整体绿化环
境。

经过3个多月的紧张施工，
军灰路大修工程已全部完工并投
入使用，路容路貌提档升级、焕然
一新,得到周边村民的交口称赞。

本报讯（通讯员 安立杰）为进
一步营造良好的食品药品安全
宣传氛围,确保辖区居民饮食、
用药安全,深化食品药品知识科
普宣传。近日，城子街道广场社
区食品药品安全科普宣传站开
展了食品药品安全科普宣传活
动。活动现场吸引了众多居民
参与。

该活动对辖区食品、药品经
营场所的各类证照、所售商品质
量及经营卫生条件等进行了全
面细致检查。同时，社区工作人

员通过发放食品药品安全宣传
资料等方式向居民宣传相关安全
知识，提醒居民在购买时注意生
产商、生产地、生产日期，以免买
到伪劣商品，造成不必要的身体伤
害，受到居民欢迎。最后，社区将
社区居民过期的药品进行回收。

通过此次宣传活动，有效地
促进了食品药品安全普法宣传
和科学知识在辖区内的普及，提
高了社区居民对食品药品安全
社会监督意识，营造了浓厚的食
品药品安全社会共治氛围。

广场社区
举办食品药品安全科普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