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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倩）“金杯银
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近年来，区
中医医院紧跟时代步伐，积极发挥地
区中医龙头作用，全面提升服务质
量，用优质、精准的中医服务守护着
京西百姓的健康，努力打造让广大百
姓满意的“口碑工程”，让中医在老百
姓的口碑中延续。

在骨伤科门外，不少患者正在排
队候诊；屋内，副主任医师刘英超也
在尽心地接待着每一位患者。前来
就诊的潘女士因腰椎间盘突出，时常
感到腰腿疼痛、麻木，上下楼更是令
她苦不堪言，严重影响了日常生活起
居。她告诉记者，“之前我这腿疼了
一个多月，怎么都不好，实在是受罪
啊！但经过中医手段治疗后，原先的
一系列症状有了明显改善，现在活动

又自如了，真是神奇啊！”
医师们高超的医术和认真负责

的态度，让区中医医院赢得了我区
不少百姓的好评。区中医医院党
委书记郑秀霞告诉记者，“为了不
辜负广大患者的信任，同时也是为
了让老百姓更有获得感、幸福感，
2017年，区中医医院正式启动‘口
碑工程’，旨在做实、做强、做准基
层中医医疗服务。”记者看到，在每
个科室的门后，几乎都悬挂着病人
亲自送的锦旗，“医德高尚、妙手回
春”，字短情长的锦旗上，不仅表达
着地区百姓对中医院的肯定，也是
在不断激励着中医人继续努力，打
造出让地区百姓满意的“口碑工
程”，让中医在老百姓的口碑中不
断提升、进步。

记者了解到，今年9月，“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全面启动以
来，区中医医院还深挖工作内涵，对
服务百姓医疗“最后一厘米”进行了
认真把脉，提出了“对内提升优质服
务，对外开展精准服务”的双服务理
念。对内，区中医医院全面加强科
室建设，积极改进硬件设施，不断完
善信息化系统，丰富志愿服务内容；
对外，区中医医院精准“把脉”受众
人群的需求，将周边的单位、学校和
幼儿园等“健康盲点人群”纳入到健
康宣教的半径中，让中医惠及更多
的百姓。

与此同时，区中医医院党委紧
扣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主线，充分发挥
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依托主题党

日和“三会一课”，结合医院工作特
点，采取多种举措，开展政治理论学
习、参观等多种形式的主题教育活
动，加强了对党员的教育和管理，不
仅有效提升了党员的党性意识，还
在助力我区“创城”“创卫”以及日常
工作中，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刘英超说：“我不仅是一名医
生，还是一名党员，为患者消除病痛
就是我的初心、使命。”

郑秀霞告诉记者，“健康中国战
略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区中医医院
将全面把‘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
穿到实际工作中，认真履行新时代
中医人的使命，守护人民群众的健
康，努力构建京西中医健康屏障，为
打造平安健康门头沟贡献中医人的
力量。”

龙泉镇大峪村

设立燃煤购买点 满足百姓供暖需求

11月4日-10日
镇街TSP浓度（微克/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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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闫吉）妙峰山镇
水峪嘴村是我区产业转型发展的典
型村，从当年的开山采石业到旅游观
光业，再到现在的绿色发展，水峪嘴
村已把保护生态、精品旅游作为主导
产业。现在，结合我区精品民宿的发
展和京西古道的历史，村里闲置的老
房子也有了新的规划。

水峪嘴村党支部书记胡凤才介
绍：“结合水峪嘴村的实际，利用闲置

的一些宅院，现在我们已经试探性的
建了三个小院，两个古道客舍，一个
梦回古道。通过改造，入住率得到提
升，对水峪嘴村发展旅游产业和发展
精品民宿是一个良好的开局。”

“梦回古道”民宿客栈是水峪嘴
村第一个实施村企合作的民宿，院
落在设计改造过程中，最大限度保
留了原有房屋的基础，并充分融入
了京西古道历史文化，让老宅院焕

发了新风采。
除了室内外装修风格，每套民宿

的名称还与京西古道息息相关。走
在村里，路两侧的浮雕墙更是让人感
到浓浓的文化底蕴。结合人文历史
文化和民宿独特的设计风格，也吸引
不少市民前来体验。

“这个地方的民宿感觉和南方风
格还是不太一样，比较本土化，设施
也比较完备，周围环境比较安静，包

括在这边走一走可以看看京西古
道。”一位市民说道。

在民宿发展的过程中，水峪嘴村
还将继续盘活剩余的闲置房屋，充分
利用现有资源，打造古道小镇。

胡凤才介绍：“这个古道小镇，可
以利用闲置的100多个小院，通过跟
企业的合作，体现出古道文化的内
容，每一个小院量身定做，打造出高
端的、精品的民宿，提升整体质量。”

本报讯（记者 陈凯）近日，
龙泉镇大峪村根据地区燃煤
取暖户较多的特点，设立了燃
煤销售站，并积极开展预防煤
气中毒宣传工作，提高煤火取
暖用户的安全防范意识。

记者在梨园地区、坡头新
村看到，这里存放的燃煤全都
是清洁型煤，村民们可以根据
自家供应需求购买相应的燃
煤，十分方便。“以前我们买的
煤都没地儿放，不是在门口堆
一堆儿，就是搭个小煤棚，不但
占地方，还有一定安全隐患。
这回村里建了集中购买点，我
们需要多少就买多少，随买随
送，十分方便。”一位前来购买
燃煤的村民说道。

除此之外，村委会还组

织工作人员定期开展入户宣
传，向村民宣传、讲解预防煤
气中毒的相关知识，叮嘱他
们烧煤前要注意检查炉具的
密封完整性，及时排除安全
隐患。据大峪村委会主任陈
元志介绍，目前，村里已经有
两个购买点，接下来，我们也
会加强管理，及时补充燃煤，
保障村民供暖。同时做好预
防煤气中毒宣传工作，提高
村民安全意识。

据了解，这次设立燃煤销
售站是龙泉镇为解决辖区百
姓冬季供暖问题的又一项便
民举措。接下来，该镇还将在
琉璃渠地区、三家店地区等地
推广此项举措，努力为百姓供
暖需求提供便利。

守护人民群众健康守护人民群众健康
努力构建京西中医服务新体系努力构建京西中医服务新体系

本报讯（记者 陈凯）为做
好冬季除雪铲冰工作，区环卫
中心提前谋划部署，积极储备
融雪剂和相关机械设备，确保
降雪期间，人员、机械按时上
岗到位。

记者在区环卫中心一队
石泉清扫班看到，10吨的融雪
剂已经准备到位。环卫工人
们正在对步道扫雪机、多功能
扫雪车等扫雪机械设备进行

检查，确保设备正常使用。
据了解，目前，区环卫中

心共储备融雪剂 100 余吨，
部署步道扫雪机、多功能扫
雪车、融雪车43辆，清扫车、
清运车7辆。此外，根据往年
经验，区环卫中心还按照雪
量大小，是否结冰进行等级
划分，制定了以清雪为主、融
雪为辅的作业方式，确保路
面没有积雪。

盘活闲置房屋盘活闲置房屋 打造特色古道小镇打造特色古道小镇

本表格由区生态环境局提供

街镇名称街镇名称街镇名称街镇名称 TSPTSPTSPTSP浓度浓度浓度浓度 区浓度排名区浓度排名区浓度排名区浓度排名 市浓度排名市浓度排名市浓度排名市浓度排名

军庄镇 120 1 140

大峪街道 113 2 186

城子街道 113 2 186

潭柘寺镇 112 4 191

龙泉镇 110 5 199

永定镇 106 6 215

雁翅镇 102 7 227

东辛房街道 100 8 230

妙峰山镇 99 9 235

王平镇 98 10 238

斋堂镇 79 11 293

大台街道 77 12 301

清水镇 69 13 317

区环卫中心

提前谋划部署 积极应对降雪天气

冬季来临 园林工人开展绿化养护工作
本报讯（记者 杨铮）进入

冬季以来，随着气温逐渐降
低，我区的园林绿化养护工作
也进入了繁忙的时节。

记者在滨河世纪广场公
园看到，园林养护人员正在对
道路两旁的树木进行浇水、涂
白和打树盘等工作。冬季浇

水，是为给准备休眠的植物储
存充足的水分，涂白和打树盘
则是为了杀除害虫卵，保障花
草树木在来年开春之时可以
茁壮健康生长。

目前，门城地区街边绿化
带及公园、园林广场的绿化区
域已完成第一次养护工作。

正式供暖第一天
热力公司入户测温

本报讯（记者 高佳帅 刘鹏）11月14日，我区
正式供暖的第一天，北京热力集团门头沟分公司
工作人员来到剧场东街和中门寺南坡小区，进行
入户测温调查。

走访过程中，工作人员使用专业的测温仪测
量室内温度，同时征求居民对于供热工作的意见
和建议，并做详细记录。据了解，剧场东街小区
进行了二次供暖管线改造，中门寺南坡小区对社
区供热站进行了改造。今年，两个小区的室内温
度都超过20℃，比前年提高了不少。

社区居民说道：每年像这个季节屋里不是那
么太热，今年通过热力公司的大力支持和改造，
确实一进屋就能感到暖意融融，能达到 20多度，
特别满意。

通过这次走访，工作人员获得了居民家中真
实、准确、详细的供暖数据，并将居民反映的问题
和建议上报公司，进一步提升供热质量，确保广
大居民能够温暖过冬。

热力集团门头沟分公司黑山服务站生产副
站长刘建华提醒大家：供暖后，如果百姓家中暖
气遇到下半部热上面不热的情况，有可能就是气
堵造成的，然后咱们市民可以通过排气阀把里边
儿的气体排出。在此还要提醒广大市民，暖气如
果遇到跑冒滴漏等情况请不要自行操作，一定要
及时拨打热力集团的客服热线960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