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本版编辑/李继颖 ■ 美编/潘洁

2019年12月11日 星期三

本报讯（通讯员 王福冬）“咔
嚓咔嚓咔嚓……”伴随着清脆的
响声，剪子、梳子上下翻飞，家住
王平镇惠和新苑社区的热心人
石如心正在社区活动室里为居
民义务理发。

自2015年搬进小区居住后，
石如心发现小区附近没有理发
店，便主动联系社区干部，要求为
辖区居民提供义务理发，社区把
活动室作为她的“爱心工作室”。

石如心年轻时从事专业理
发工作，有着过硬的手艺。每月
中旬，她都会在社区活动室里摆
好桌椅，带上理发工具为居民义
务理发。特别是小区内年龄高、
行动不便的老人，无论严寒酷暑
她都积极主动上门为他们提供
免费理发服务。

大家都称赞她手艺好，“虽
然我没有能力做慈善事业，但我
可以用我的一技之长为居民服

务，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石如
心笑着说。

在理发过程中，石如心精心
细致，态度温和友善，技术娴熟
过硬。4年来，她义务理发2000
多人次。她以自己的一言一行
带动身边人，赢得了邻里的广泛
尊重和信任，被大家称为社区里
的“爱心理发师”。

惠和新苑社区主任王丽珍
说：“我们小区今年成立了578志
愿服务队，有很多像石如心一样
的居民，他们主动融入社区工作，
倡导邻里互助，提供力所能及的
志愿服
务，这让
居民很
感动，社
区里始
终荡漾
着文明
之风。”

社区居民的“爱心理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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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铁路生命线
畅通铁路大动脉

市民反映，永定镇
惠润嘉园2地块1号
楼4单元104室和2号
楼1单元104室存在
违规“住改商”经营小
超市行为，严重影响楼
内居民的正常生活和
居住安全，希望相关部
门依法取缔。

永定镇接诉后，镇综治办“吹哨”永定
工商所及永定食药所进行联合检查。经
查，该两处房屋确实存在“住改商”经营行
为，执法人员现场开具告知书，要求超市
负责人3天内整改完毕。

整改期过后，镇综治办、永定工商所和
永定食药所工作人员再次来到举报地点，
对整改情况进行复检，2号楼1单元104室
超市已自行整改，并承诺当天拆除货架，不
再经营；1号楼4单元104室超市因未在规
定期限内自行整改，永定工商所和食药所
依法对其进行取缔，拆除并没收货架、小食
品、饮料、日用品等经营物品。此次联合执
法有效改善了居民的食品安全环境和居住

卫生，得到了辖区居民的一致好评。
目前，将住宅用于商业经营存在很多

问题：一是对周边居民的生活影响较大，
尤其对营商楼层居民的正常生活造成严
重的干扰；二是增加物业管理难度，陌生、
闲杂人员频繁的进出，对社区居民居住安
全产生严重影响；三是食品安全、生产安
全、消防安全等得不到有效监管，严重损
害百姓利益。

下一步，永定镇将对辖区内“住改商”
经营情况进行全面摸排，对于非法经营行
为坚决依法查处、取缔，改善辖区发展综
合环境，切实提高辖区居民的生活质量，
优化居住环境。

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烘焙技能进社区烘焙技能进社区

本报讯（通讯员 杜萍）近日，
龙泉镇东辛房村举办美食进厨
房烘焙技能培训活动，吸引了近
百名美食爱好者的参与。

活动中，烘焙老师从所需
用料、配方比例到制作中的注
意事项等一一详细讲解，美食
爱好者们都聚精会神的倾听、
观看，并积极提问，互相交流，
随着烘焙老师讲解完毕，大家
都积极参与到体验制作的过程
中，亲手打蛋、调奶、制作蛋挞、
放进烤箱。经过 40 分钟的烘
烤，第一波蛋挞出炉了，顿时奶
香满屋，让人垂涎欲滴，色香味
俱全。最后大家一起品尝、一
起合影留念。

此次活动让大家增长烘焙
技能的同时，体验了快乐，受到
大家的一致好评。

东辛房街道举办全民健身体育培训与交流活动

门头沟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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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近期市民反映，大台街道东桃

园桥洞，临近铁道的地方有树枝被
大风刮断，横在铁路上，非常危险，
希望有关单位尽快清理。

大台街道接诉后，第一时间安
排护路队员前往现场查看情况。
经核实，京门铁路大台线49公里+
200米处有直径达50公分左右的
树杈倒伏铁路线，影响行车安全，
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护路队员立

刻联系大台火车站工作人员，明确
火车通过时间后，大台街道与铁路
工作人员分工协作，快速将树杈进
行分解，移至安全地带。经过1个
多小时的处置，折断的树枝被彻底
清理，铁路彻底恢复了畅通。保障
铁路生命线，畅通铁路大动脉，一
刻都不能延误，市民对大台街道高
效处理表示非常满意。

铁路运输是国民经济发展的

大动脉和生命线,铁路运输长期以
来在我国运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为保障辖区内铁路路段安
全运行及周边居民人身、财产安
全，大台街道将加大对辖区路段的
巡防巡控,重点对线路是否存在路
障、周边环境情况进行检查,及时
掌握铁路沿线治安隐患,做到早发
现、早报告、早处置,确保铁路运输
的安全畅通。

我区公共文明引导员服务S1线
本报讯（通讯员 刘焕敏）近

日，北京地铁S1线迎来了公共文
明引导员，这支专业的志愿服务
队伍，开启了我区志愿服务的新
篇章。

为了更好的服务S1线的广
大乘客，市协调办、区委宣传部、
地铁公司、地铁公司运营二分公
司的广大领导，多次协调该线路
公共文明引导相关事宜。在协
商一致的基础上，区协调办与地
铁 S1 线领导，对有关工作进行
衔接。在公共文明引导员正式
上岗前，地铁公司组织了 S1 线
引导员岗前培训班，结合 S1 线
具体客流量情况，有针对性的从

车站的设施、各岗位的设立、如
何熟悉环境、安全、服务等方面
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公共文明引
导员同老师进行了互动，老师一
一解答了公共文明引导员提的
问题，培训班为公共文明引导员
开展引导服务活动，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S1线是通往京西的第一条地
铁线路，它不仅方便了我区广大
群众的出行，也为我区经济发展、
旅游资源开发等起到了重大的作
用。公共文明引导员表示，能为
S1线志愿服务感到无比自豪与荣
光，会以实际行动，为广大乘客服
好务，为我区的发展再立新功。

本报讯（通讯员 王茹）为规范
管理社区体育指导员、社区体育志
愿者、文体团队负责人及骨干队
伍，提升指导服务理念，提高在指
导服务过程中的水平和质量，便于
更好地为社区居民提供更优质的
体育指导服务，近日，东辛房街道
组织开展“重在参与、重在健康、
重在快乐、重在交流”——2019年
东辛房街道全民健身体育培训与
交流活动。

培训交流以服务群众在全民
健身方面的需求为出发点，旨在加
强社区体育指导员、社区体育志愿
者、文体团队负责人及骨干的专业
性、服务性与创新性，提升服务与
创新能力。活动分为体育项目化
妆技巧与运用、健身团队的组织与
管理、打花棍项目交流和太极项目

交流四部分。
本次培训环节美妆老师通过

真人示范教学让大家了解到了体
育项目中化妆的基础知识和技

巧、如何根据体育项目特点选择
妆容样式、化妆手法的运用等。
活动还请到了打花棍第四代传承
人、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王彦，
为大家讲解健身团队如何组织与
管理以及相关知识、经验以及问
题解答。

交流环节期间来自昌平区的
太极队、花棍队与东辛房各社区
的太极队、花棍队进行友好的团
体展示以及个人才艺表演并交换
队旗。本次活动为太极爱好者、
花棍爱好者搭建了一个交流展示
的平台，对于进一步弘扬传统文
化，普及太极、花棍发挥了积极作
用，吸引更多的群众加入到传统
体育为主要健身方式的队伍里
来，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做出贡献。

及时排除社区高空坠物险情
本报讯（通讯员 王峥）近日，

大峪街道月二社区工作人员在安
全巡查过程中，发现35楼1单元
楼下停放的一辆私家车后风挡玻
璃被楼顶脱落的天窗板砸碎，且
还有一大块儿石膏板仍悬在楼顶
上，随时有掉下来的可能。

社区工作人员马上通知车
主、联系民警，并围起了警戒线通
知居民绕行。社区工作人员立刻
向街道汇报了高空坠物险情。接

到电话以后，街道相关负责人联
系了维修单位，第一时间赶到了
现场指挥抢险工作。

悬在35楼楼顶的天窗板及时
被取下后，又发现了34楼楼顶另
一处天窗板也即将脱落，维修人
员对其进行了清除，及时排除了
两起高空坠物安全隐患。

大峪街道将继续加强安全巡
查，及时排除各类安全隐患，为居
民创造一个和谐美好的生活环境。

处理中▲

到我区开展慈善活动助力山区学子
本报讯（记者 耿伟）近日，

I Do基金会通过区慈善协会到雁
翅镇付家台中心小学开展“最美
校服”公益活动，向学校学生捐赠
85套崭新校服，在增强孩子们自
信心的同时，树立孩子作为学生
的仪式感和归属感。

除此之外，I Do基金会还根
据学校的实际需求，捐赠了10件

“尤克里里”乐器，并发动身边的
爱心企业向学生捐赠总价值2万
余元的营养奶粉。I Do基金会的
志愿者们同孩子们进行互动，教
授他们制作手工泥塑，并观看了
孩子们的才艺展示，了解孩子们
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付家台中心小学校长巩景茹
说：“基金会不仅为孩子们送来校
服，还为孩子们送来最喜欢的乐
器——尤克里里，助力了学校社
团活动的开展，为培养孩子们的
艺术兴趣提供了支持，同时也感
谢区慈善协会和社会各界对学校
孩子们的关心关爱。”

据了解，I Do基金会还向我
区龙泉务小学捐赠校服125套，
并拓展公益项目内容，将龙泉
务小学和付家台中心小学列为
基金会在北京设立的首批“I
Do”公益学校，今后将在艺术课
程、关怀陪伴等更多方面给予孩
子们帮助。

大峪街道

“柠檬黄”展风采

I Do基金会

今年我区新增990个幼儿学位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今年，

区教委通过新建、改扩建，不断扩
大办园规模，新增幼儿学位990
个，有效缓解了“入园难”问题，入
园率得到大幅提升。

随着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
作的不断推进，区第五、第六幼儿
园、智慧摇篮紫金幼儿园等4所幼
儿园陆续开园招生，区教委坚持
普及普惠、安全优质的原则，通过
名园办分园、政府委托办园等方
式，使新增的2所公办、2所民办
幼儿园全部为普惠幼儿园。此
外，我区两所红黄蓝幼儿园也于
近期转为了普惠园。

目前，全区幼儿园共39所，学
位数11130个，入园率达到96%，
全区市级示范园2所，一级园23
所，市级示范园和一级园占比达
到64.1%。其中，普惠幼儿园达

37所，普惠率达到96.5%，受益家
庭达到8011家。

区教委副主任白丰莲说：“我
们认真落实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
划，尤其是在学位供给上，现在每
所新建的小区都规划建设了配套
的幼儿园，力争为我区百姓提供
普惠优质安全的学前教育。”

据了解，“普惠性幼儿园”是
一个新生概念，含义至少包括公
办幼儿园、集体或单位举办的公
办性质幼儿园、提供普惠性服务
的民办幼儿园这三个类型的幼儿
园。普惠性幼儿园特征须达到：
市教委规定办园基本标准、面向
社会大众招生和收费实行区政府
定价或接受指导价。因此普惠性
幼儿园一定是公益的、有质量的
幼儿园，其收费将不高于同类公
办幼儿园的收费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