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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谭庆雯)在东辛房
小学的课堂上，有这样一位特殊的
老师，她叫李迎杰，是一位来自黑龙
江的退休教师。2004年，她退休后
来到门头沟跟随女儿一起生活。一
个偶然的机会，李迎杰接触到区作
家协会并成为其中的一员。很快她
便融入到作协文学进校园的工作
中。这让一辈子从教且爱好文学的

她找到了退休后的“新工作。”
有近30年教学经验的李迎杰，

通过作家进校园的活动，再次走上
讲台，走到孩子们身边，在东辛房小
学的小作家班里，她和孩子们一起
开展了一种新的教学模式，让孩子
从心底爱上文学。

李迎杰会在小作家班里教孩子
们一些语文课上学不到知识，她说：

“正常的作文可能首尾呼应，一篇三
段，字词句章非常严谨工整，我教的
相对随意一些，鼓励孩子多动笔、多
写作、多受益。另外，内容上会写自
然春天什么样，九龙山什么样，南山
什么样等。”

在李迎杰的小作家班上课，孩
子们会经常走到教室外，走进大自
然，亲身感受大自然的美丽，再用文
字记录和描绘出来。

多年来，东辛房小学的孩子们，
在各级各类文学作品大赛上都取得
了不俗的成绩。孩子们收获的这份
荣誉，与李迎杰正确引导是分不开
的。李迎杰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也得到学校老师的认可。

作为指导老师，李迎杰和孩子
们一起创办《红领巾号角》队报，成
立了小作家QQ门诊，微信文学作
品交流群。为了能够专心修改孩
子们的作文，她经常忙到深夜。她
会给孩子们写一些修改意见，引导
他们修改不通顺的词句、不正确的
形容，看着他们一点点的进步，李
迎杰也对自己的工作有了新的认
识：“我觉得文学进课堂不仅仅是
文字的引领，也是思想的引领，让

孩子们懂得感恩，懂得用文字表
述，用文字再现自己的感恩情怀，
是很伟大的事情。”

三至六年级的孩子正处于培
养良好习惯的重要阶段，文学就像
一颗种子，能在心中生根、发芽，面
对孩子们那渴望求知的目光，李迎
杰更加坚信，她此刻播种的这颗文
学种子，定将会在孩子们心中开花
结果。

李迎杰说：“家乡人都管我叫‘北
漂儿’，我现在觉得，作为一名北漂族，
也挺荣幸的。说荣幸是因为我来到了
门头沟，门头沟的山水还有门头沟的
人，都让我终身难忘。也感觉门头沟
确实是值得写值得爱，门头沟给我的
感受，不仅仅是第二故乡，她就是我生
命的根和魂。在以后的教学实践中，
我也会一如既往，跟孩子们一起在爬
格子的过
程当中，感
恩社会感
恩所有的
人，为家乡
书写更多、
更新、更美
的文字。”

用文字感恩情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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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3 日 15 时 30 分许，
斋堂镇接到市民反映，在斋堂
镇桑峪村狗牙山附近有旅友坠
崖，情况危急。接报后，斋堂镇
高度重视，及时”吹哨”各相关
部门立即开展搜救工作，带班
领导带领当日值班人员迅速赶
赴现场，同时及时联系消防中
队、村干部等多方了解现场情
况。16时许，镇政府、斋堂消防
中队、斋堂医院及斋堂镇公安
派出所等单位工作人员到达现
场。因事发地点处于深山中，
车辆无法进入，所有人员在桑
峪村后峪停车场集中。

通过向其他旅友询问，了解到
旅友们组队来桑峪村狗牙山爬山，
坠崖旅友位于队尾位置，受伤后本
人通过手机联系到同行队友，随后

队友拨打了救援电话。由于山路
崎岖，救援人员在了解具体坠崖位
置的向导带领下，分两批次徒步进
山进行搜救。

救援人员克服大风降温、山
势险峻等恶劣条件，经过近3个
小时的搜救后，于当晚19时左右
发现伤者。受伤人员是一名女
士，山西人，23岁，被发现时身上
多处骨折，但意识清醒，生命体
征平稳，随后送往医院就医。

狗牙山地势险要，在徒步旅
友圈中素有“北京周边十大危险
户外路线”之称。近年来，此处多
次发生旅友迷路走失、受伤遇险
甚至伤亡的情况，户外运动不是
冒险探险，建议广大旅友选择正
规景区和徒步路线，珍爱生命，远
离野山野沟。

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社区居民制作玲珑枕社区居民制作玲珑枕 传承民间技艺传承民间技艺

本报讯（通讯员 肖鹏）为弘
扬传统文化，传承民间技艺，近
日，峪园社区在活动室举办了制
作玲珑枕活动，特邀请北京千秋
韵工艺品有限公司的老师指导，
共有30位居民参加。

在活动中，老师耐心细致地
讲解了制作玲珑枕的方法和步
骤，边展示边介绍，大家相互帮
助，认真学习和交流。此次玲珑
枕的学习共分6个课程。

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大
家都按时顺利完成了手中的
作品，也让居民颇有成就感和
自豪感。参加活动的居民说：

“通过亲自动手，制作出属于
自己的玲珑枕，既是一次开心
的体验，又能学到玲珑枕的制
作方法，对社区安排的这次活
动很满意，希望今后这种活动
能多多开展。”

区消防救援支队举办消防技能竞赛

门头沟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提供

拆除前▲

攀爬野山旅友遇险
部门联动化险为安

近期有市民反映，阳光绿苑小区消
防通道处有违建，影响安全，希望相关
单位尽快拆除。

城子街道办事处按照法律法规要求，
牵头对阳光绿苑小区内违建进行处理。
办事处主任和主管副主任第一时间赶赴
现场，未在阳光绿苑入口和出口处的消防

通道上发现违建，但在小区底商后门处有
商户私自搭建的一棚房，经核实确属违规
建设。城子办事处立即协调龙泉镇、城管
执法队、市场社区居委会、阳光绿苑物业
等相关责任单位召开现场会，并邀请第三
方测绘公司进行测绘。同时，办事处工作
人员积极向当事人讲解目前违建拆除的

形势、政策及利害关系，建议其自行拆除
或办事处协助拆除，避免被强拆。经过工
作人员的耐心细致的劝导，最终当事人同
意由政府部门帮助拆除。

11月20日，阳光绿苑违建房屋被彻
底拆除，拆除面积为13.72平方米，办理
结果已及时答复举报人。

“接诉即办”秒响应 寒夜为民暖人心
本报讯（通讯员 李琳）近日，

向阳社区工作人员接到居民电
话，反映楼上居民家一直有水声，
可能是今天停水时没关水龙头，
此时已是晚上9点多。

工作人员接到电话后，立即赶
往该住户家中，经过敲门，确认家中
无人并可以清晰听到水流的声音。

随即，社区工作人员打电话
联系该户家人，其中一位家庭成
员电话无人接听，一位关机。工
作人员再次尝试寻找其他家庭成
员的联系方式并积极拨打电话。
晚上10时30分，终于联系上了房
主的儿子，并赶回社区关上了水

龙头。
居民非常感谢社区工作人员

几经周折联系到自己，避免了对
家中财物以及楼下住户的影响和
损失。

社区工作人员回到家已是深
夜11点多，此时的夜虽然有点冷，
但是他们用责任心、行动以及全
心全意为居民服务的使命感温暖
了居民的心。

据了解，随着“接诉即办”工
作的不断深入，向阳社区力争做
到有矛盾化解在初期，有问题解
决在开始，预知居民诉求，推进社
区文明和谐。

本报讯（记者 杨铮）为进一步增
强微型消防站队员消防安全处置能
力和广大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
近日，由区消防救援支队举办的第八
届“石龙杯”消防技能竞赛活动在北
京科技高级技术学校拉开序幕。

据了解，“石龙杯”消防技能竞
赛从2012年至今已举办8届，本次
竞赛的主题是“防范火灾风险，建设
美好家园”。

这次比赛共有来自石龙工业开
发区的16家重点单位和13个微型
消防站的百余名工作人员参加。

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技能
竞赛正式拉开序幕。本届竞赛设有
穿战斗服灭火操、火灾模拟趣味逃
生等四个项目，赛制包含团体赛和
个人赛。现场，参赛队员们精诚协
作，用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赛出了
风格和水平。

一位参赛选手说：“这次活动有
一种寓教于乐的感觉，同事之间增
加了团结协作的精神，我会把今天
所学到的消防知识带到自己以后的
生活和工作中。”

技能竞赛的举办不仅增强了微
型消防站队员们的消防安全处置能
力，同时也提升了广大从业人员的
消防安全意识。

石龙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行政法

务部部长陈金表示，下一步，将继续
加强石龙经济开发区企业的消防安
全管理工作，进一步强化督查检查
与指导工作，加大宣传力度。

区消防救援支队助理工程师孔
令琪说：“通过这场比赛，希望辖区
的各企业相互之间在消防技能上有
交流，促进彼此之间相互认识。同
时，通过趣味竞赛，引起各单位对消
防工作的重视。”

本报讯（通讯员 王建娴）11
月27日，东辛房街道矿建街社区
开展了“12·1世界艾滋病日宣传”
活动，此次活动有50人参加。

该活动向群众普及艾滋病防
治知识，提高群众主动防范意识
和防范能力，培养健康生活方式，
消除对艾滋病患者的恐惧和歧
视。途经群众纷纷表示，要切记
预防艾滋病的基本知识，加强自

我保护，珍爱生命。
通过此次活动，社区广大居

民群众充分认识到了艾滋病对
人体带来的危害，并清楚地认
识到艾滋病并不会通过日常接
触进行传播，有效消除了群众
对艾滋病的恐慌心理，并引导
大家树立起正确的认识，做到
不歧视艾滋病人，给予他们更
多的关爱。

开展“12·1世界艾滋病日”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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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4”站务员救助突发心脏病老人
本报讯（记者 马燊）11月28

日上午，市民田女士将一面绣着
“爱心救助、无私奉献”的锦旗，送
到了中门寺“快4”车站，感谢梁长
娟等三位站务员，在其父亲突发
心脏病时的及时救助。

11月 22日上午 11时左右，
80岁的田大爷像往常一样出门买
菜。买完菜后，乘车至中门寺“快
4”车站下车时，突然感觉心脏不
适，坐倒在站台上。车站当值的
站务员梁长娟、冉玉凤、杨慧汝发
现老人坐在地上，立刻上前询问。

在得知老人心脏不适后，立
即拿出应急药品，对老人进行了
简单救护，并在第一时间拨打120
急救电话，将老人送到了医院。
经过紧急抢救，老人平安脱险。

梁长娟说：“助人为乐是每个
人都应该具备的品格，无论是站
务员的责任还是自身的道德要
求，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
都会伸出援手，我们也相信，爱和
奉献是可以传递的，我们也希望
通过这种方式，让我们的社会更
加美好。”

向阳社区

矿建街社区

本报讯（记者 姚宝良）日前，
张心坤“双拥墨韵，情抒京西”
双拥书法展书法作品捐赠活动
在永定河博物馆举行。

“双拥墨韵，情抒京西”张心
坤双拥书法展自开展以来，吸
引 了 我 区 及 海 淀 、石 景 山 、通
州、顺义等区大量书法家及书
法爱好者前来参观，在社会上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关注，其

许多展出的书法精品也引起了
我区许多单位的关注并表示要
收藏。

在捐赠活动中，书法家张心
坤共向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永
定河博物馆、档案史志馆、永定
河文化研究会捐赠《军魂》《爱
兵尚武》《门头沟四个一》《永定
河文化颂》《论持久战》等书法
作品共五套 11 件。

张心坤双拥书法作品捐赠活动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