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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何依锋）近
日，北京一本粮道公司购买了
涿 鹿 县 保 岱 镇 10000 余 斤 苹
果，并将其中的一部分运到大
地幼儿园，供小朋友们加餐食
用，通过这种方式积极参与对
口帮扶工作。

记 者 在 位 于 龙 门 新 区 的
大地幼儿园看到，这些苹果共
有 400 多箱，其中一半都会留
在这里。园内的小朋友都会
品尝到这些天然、原生态的涿
鹿苹果。

大 地 幼 儿 园 园 长 李 玉 琴
说，我们也为扶贫工作献出我
们的微薄之力，今后我们还要

积极参加慈善公益活动，为打
赢扶贫攻坚战，实现共同富裕
做出我们集体的贡献。

据了解，这次购买苹果只
是北京一本粮道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落实我区与涿鹿县对口帮
扶工作的一个具体举措。除此
之外，公司还积极拓宽涿鹿县
农产品销售渠道，大力开展消
费扶贫，进一步盘活了帮扶地
区的农产品资源，带动当地低
收入户实现增收。该公司董事
长张昆表示，我们公司一直在
做扶贫工作，下一步我们要跟
涿鹿县进行更多的合作，采购
更多的农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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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常广瑛）我区教
育系统基层党组织在“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巩固和深化党
员教育管理、支部规范化建设、“接
诉即办”服务群众等机制，做实基层
党组织学习教育和检视整改，切实
让党员动起来、组织强起来、群众笑
起来，力争规定动作做到位，自选动
作出特色。

大峪中学党委以“山谷清风的初
心与使命”为主题，通过思想政治课
堂，让主题教育往深里走，往实里
走。特级教师徐宝贵为师生开展了
一节主题为“探寻救亡图存之路”的

思想政治公开课，通过讲述京西大山
深处的田庄村崔家四英烈寻求救国
之路、投身工农运动、秉承先辈遗志
的故事，培养了师生的爱国情。

三家店小学党支部开展“五亮”
品牌建设，即党员“胸前亮身份、桌
上亮承诺、工作亮水平、言行亮素
质、评议亮实在”，坚定党员教师的

“初心”和“使命”。组织教职工开展
师德大讨论，践行师德承诺，宣讲
《身边党员好故事》；开展“课标引
领、聚焦课堂、提升质量”党员示范
引领课等系列活动，打好党建工作
组合拳，形成党员齐头并进、真抓实

干的良好工作氛围。
新桥路中学党总支结合主题教

育，培育“心桥尚美”党建工作品牌，
通过读原文，找差距，交流学习抓落
实，结合学校发展中遇到的困惑和问
题，以党建领导并推动学校发展为出
发点，展开大讨论，明确党组织和党
员教师在工作中的责任担当，并充分
发挥主题党日凝心聚力的作用，让主
题党日成为党员的加油站、充电桩。

为进一步开展红色
聚力行动，完善党建

“2+1”工作模式，强化
非公党建工作。区教委

还通过公办与民办学校手拉手，为
每所民办学校配备指导员，对民办
学校的办学方向、学校发展、校园文
化等方面进行引导，通过召开民办
学校党建工作推进会、举办“不忘初
心，做好民办教育的服务和指导”学
习分享活动等方式，积极开展教师
交流学习。让“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成为我区广大教育工作者终身
铭记、不懈奋斗的永恒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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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主题教育 了解宪法知识

本报讯（记者 李倩）为保
障我区重要商场经营秩序、环
境秩序平稳有序，近日，区城管
执法局周密部署，按照“盯、查、
疏、打”的工作要求，加大对门
城地区各大商场的巡查力度，
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行为。

在长安天街，永定镇城管
执法队的队员正在对周边底商
进行巡查，对于“门前三包”不
规范的商户，执法人员要求负
责人立即整改，并督促他们继
续加强门前的清扫保洁力度。
针对违规张贴宣传标语等行
为，执法人员还对其进行了规
范，确保街面环境整洁、有序。

当天，执法人员还对商场
内部的餐饮企业开展了燃气
安全检查，执法人员详细查看
了燃气报警装置、燃气管路、
排风扇和防爆灯等设备的安

装及使用情况，并叮嘱商场负
责人要做好各商铺燃气安全、
厨余运输等工作。

据了解，长安天街开业至
今，永定镇城管执法队针对该
区域检查共出动执法人员140
人次，车辆70台次，保安70人
次。对擅自摆摊设点处罚 2
起，罚款1500元；非法张贴小
广告处罚3起，罚款600元；运
输车辆无准运证件运输处罚2
起；罚款1000元。

下一步，永定镇城管执法
队将继续加大对长安天街周
边环境的巡查频次，同时增派
保安盯守，重点整治周边无照
经营、擅自散发广告及运输车
辆泄漏遗撒等问题，确保长安
天街周边环境秩序良好，也为
周边商户创造更加良好的营
商环境。

加强重点商场监管 营造良好经营秩序
区城管执法局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 通讯员 张
士春 张孝前）12月4日是国家宪法
日，东辛房小学开展“珍视权利、履行
义务，共建和谐校园”主题教育活
动。老师为学生讲解了宪法知识，学
生代表进行了宪法主题演讲，积极倡
导大家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
法，用“法”武装自己。

参加宪法教育活动的一名学生
说道：“原来我觉得宪法离我特别远，
通过今天的活动我知道了宪法就在
我们身边。从一出生开始，我就受着
宪法的保护，我会从自身做起、从小
事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校纪
校规，承担起我们应尽的义务，好好
学习，不断提高自己，为祖国的发展
做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活动结束后，每个班级还开展了
“国家宪法日”主题班会，老师向学生
讲解日常生活中如何自我保护的宪
法知识，组织孩子们将学到宪法的内
容画下来，树立他们尊重宪法、维护
宪法权威的意识。

东辛房小学德育主任隗艳霞介
绍：通过组织宪法教育活动，同学们
不但了解了宪法的相关知识，同时也
明确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接下来，
我们学校将会组织学习宪法微班会
评比、学宪手抄报评比，以及读宪法
相关活动，让同学们成为一个懂法、
守法、知法、护法的小使者。

在北京市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
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的大力支持下，

12月1日上午，区司法局、团区委、区
教委携手晨夕法律服务中心，组织北
京大峪中学师生走进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开展以“青春船长 法治启航”
为主题的校园参观和宪法宣传活动。

集合完毕后，来自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的“青春船长”将孩子们分为三
组，先后参观了新主楼、北航体育馆、
月宫一号、为民楼、航空航天博物馆、
流体力学所、水洞楼、图书馆、钱学森
雕塑等建筑，并为师生进行了系统讲
解，最后在航空航天博物馆门前合影

留恋。
校园参观结束，“青春船长”带领

孩子们来到了安全体验馆。开展报
警训练、触电体验、触电求助、地震体
验、地震逃生、烟雾逃生、学习使用灭
火器等。模拟的真实场景、先进的教
学设备和老师专业的技能培训，让孩
子们收获满满。

活动最后，“青春船长”们以“宪
法直通车”为主题给孩子们上了一堂
生动的法治课，重点讲解了国旗、国
徽、国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机

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内容，伴
随着生动的法治课，活动圆满收官。

近日，区城管执法局联合多部门
以“弘扬宪法精神，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深入
开展“12·4”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周
系列宣传活动，让宪法走进人民群
众、走进日常生活，推动全社会牢固
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权由法定、权依法使、权利义务相
一致的法治理念，全面营造法治可信
赖、正义可期待、权利可保障、义务须
履行、道德应遵守的良好法治氛围，
让尊崇宪法、遵守宪法和法律在全社
会成为习惯、成为自觉。

活动现场，城管队员和志愿者共
同为群众发放防治大气污染、占道经
营、非法小广告、燃气安全、违法建设
等城市环境秩序方面的法律法规，普
及法律知识，提升市民环境意识。城
管志愿者们在帮助发放普法宣传资
料的同时，还倡议广大市民积极参与
城市管理，共同创造更加整洁优美的
门头沟环境，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贡
献力量。

城管队员们一边发放普法宣传
资料，一边耐心解答市民们提出的疑
问，并主动征求群众对城市管理及普
法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宣传活动受
到群众欢迎，他们希望城管及其他相
关部门能够以更丰富多彩的形式开
展普法宣传活动，帮助市民更好地知
法、懂法、守法、用法。

向阳社区

免费发放烟感报警器
保障冬季室内安全

本报讯（记者 杨爽）近
日，大峪街道向阳社区居委会
举办消防宣传活动，免费向60
岁以上的社区居民发放烟感
报警器，并进行冬季消防知识
宣传。

在活动现场，前来申领报
警器的老人们通过信息登记，
每户可免费领取一个烟感报
警器。社区综治办负责人悉
心向每位居民讲解报警器的
安装方式，并为行动不便的高
龄老人提供上门安装服务。
参加活动的居民说：“非常感
谢街道办事处与居委会能够
急居民之所急，给我们安装烟
感报警器。新一代报警器较
过去更加先进、轻巧，敏感度

也更高。”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向阳

社区响应大峪街道办事处号
召，针对冬季消防安全与关怀
社区老龄群体所举办的。该
社区居委会主任表示：“此次
烟感报警器的发放非常及时，
也具有实际意义。恰逢冬季
来临，向阳社区又是老旧小
区，老年居民占较大比例，高
龄的空巢老人也比较多。发
放报警器可以提高社区居民
的安全防范意识，同时也提高
了社区的安全系数。”

本次活动预计发放烟感
报警器 240 个，未申领的社
区居民可到居委会免费登记
申领。

本报讯（记者 刘鹏）近日，
由区文旅局主办的第三届少
儿戏曲节在区影剧院落幕。

参赛选手们表演了《上
任》《卧冰求鲤》《昭君出塞》
《青核桃》等优秀剧目片段，
展示了戏曲的传承和发展，
体现了少儿戏曲教学的优秀
成果。

这次大赛，为热爱戏曲的
小演员们创造交流展示的平

台，弘扬博大精深的戏曲文
化，让孩子们了解、认识、感受
戏曲的魅力。

区文化馆副馆长李伟介
绍，为弘扬和传承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让更多的孩子爱上中
国国剧，下一步区文化馆将继
续举办好少儿戏曲节，让更多
的孩子参与进来，给他们提供
更广阔的舞台，展现出更好更
多的优秀的原创剧目。

第三届少儿戏曲节圆满落幕

本报讯（记者 陈凯）冬季
天干物燥，室外温差较大，许
多市民都会通过空调、电暖
气、暖气等设备进行取暖，但
暖气在驱除寒冷的同时也会
带来“暖气病”。

记者从区中医医院了解
到，进入供暖期后，市民家中
逐渐变暖，为了保持室内温
度，许多人都会紧闭门窗，因
此造成空气流通不好，室内干

燥。在这种环境下，容易让人
的呼吸系统抵抗力降低，从而
引发或加重呼吸系统疾病。

医生提示，室内暖气开放
时，还应将室温保持在18℃至
24℃之间，湿度50%至60%为
宜。勤开窗户通风，每次开窗
时间不少于30分钟。在饮食方
面，尽量多吃富含维生素A的
食物,如胡萝卜、卷心菜等,少食
用咖啡、可乐、酸辣刺激性食物。

冬季取暖需注意 提前预防暖气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