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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王斌）近日，大
台街道黄土台社区市民拨打12345
反映，因自家老人行动不方便，不能
去便民服务大集理发，希望协调上门
服务。

黄土台社区地理位置特殊，是
一个建在半山腰上的社区，居民出
行到最近的市场要走过相当于13
层楼高的273级台阶，社区内没有
商店和能够提供服务的便民服务
商，居民只能下台阶到大台街道主
街去买一些生活日用品和理发等，
这给居民的出行和生活带来了很大
的不便。

为了方便居民生活、增进邻里
关系，倡导辖区良好精神风貌，社区
便民服务大集应运而生。便民服务
大集自2006年开始至今每月一次

从未间断过，通过在广场“摆摊”的
方式，每月26日集中为居民提供服
务，组织社区服务队的志愿者，提供
配钥匙、缝衣服、测血压、理发等16
项服务。这些项目都是通过向居民
征集意见建议得来，做到符合民情
民意，真正让这些在“山顶上”居住
的群众体会到了便利的服务，让群
众享受到了更大的实惠。同时社区
党组织利用居民自己的特长为自己
提供互助服务，加强了邻里之间的
联系，使邻里间不再陌生，拉近了彼
此距离。

义务理发是社区利用党组织服
务群众经费为老年人提供的免费理
发服务。随着辖区老年人日益增
多，出行不便，居民的便民需求也发
生着改变，年过80岁的张凤琴老人

因身患残疾，不能出门，长年卧病在
床，享受一次集中理发对她来说是
非常困难的事情，大台街道黄土台
社区通过“接诉即办”了解到这一情
况后，主动联系了供应商理发店的
王师傅上门为张奶奶免费理发。

一大早，张奶奶就在家人的帮
助下洗好了头发等着王师傅的到
来。王师傅一边理发一边和老人聊
天，认真地为老人设计发型。虽说
是免费服务，可王师傅还是询问老
人喜欢什么样的发型，仔细地剪。
在王师傅的巧手下，张奶奶长期没
打理过的头发一会儿功夫就变成一
头利落的运动式短发，看着镜子里
换了新发型的自己，张奶奶笑的像
个孩子一样。理发结束后，社区还
为张奶奶约定了下一次理发的时

间，让她不再为理发的问题烦恼。
免费上门理发是一件小事，但

这样的活动是实实在在的为老人们
服务，能让他们感受到社区贴心的
关怀。大台街道坚持“小切口、大治
理”，将居民的“小意见、小纠纷、小
麻烦、小环境、小隐患”作为边调研
边检视边整改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着力做好微民生工程，提升地区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黄土台社区党组织还将依托党
建协调委员会等各类平台载体，积
极挖掘资源，创新方式方法，鼓励吸
引更多的社会单位和服务提供商参
与进来，进一步增强“大集”的辐射
深度和广度，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
让百姓得到更加便捷、优质、实惠的
便民服务。

让百姓得到更加便捷优质实惠的便民服务

清理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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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柘寺镇“未诉先办”
扫雪铲冰保通畅

前不久，有市民拨打12345反映，
自家住在大峪街道月季园一区4号楼
1单元，由于下水管老化，经常堵塞，影
响正常生活，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协调
彻底解决。

为了彻底解决堵塞问题，月季园
一区工作人员联系专业人员疏通管线
后，协助市民联系施工单位进行实地
勘察，提出了两套改造方案。由于该
社区是老旧小区，没有物业及专项资
金，需要住户集资维修，随后组织涉及

的5户家庭召开协调会，经集体商议选
择了第二套改造方案。期间，个别住
户对于出资提出异议，经过居委会干
部积极耐心沟通后，最终5户共集资3
万余元，对管线进行了整体改造，彻底
解决了管道堵塞问题。

通过协商集资解决老旧社区管道
老化难题，社区工作人员在老旧社区
管理上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式
方法，为居民解除了后顾之忧，赢得了
社区百姓的一致称赞。

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剧场东街社区开展老年大学国画班剧场东街社区开展老年大学国画班
老有所学 快乐生活

本报讯（通讯员李禹玢）
近日，大峪街道剧场东街社
区联合区委老干部局老年大
学举办绘画班。参与此次绘
画课的共有15人。

此次国画课老师为大
家讲解了国画中黄瓜的画
法。老师讲解后大家积极
练习，巩固画法技巧。课程
结束前，老师为每一位居民
画了一幅画，让大家带回家
参照练习。

剧场东街社区老年大
学国画班不仅为老人们的
日常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
更让老人们在退休之后老
有所学、老有所乐，凝聚了
社区邻里互助的融洽关系，
调动了社区居民参与社区
事务，让大家在社区看到一
幅幅和谐的画面。

门头沟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提供

西山社区开展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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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雪后道路清理问题，潭柘寺
镇深入研究，在完善自身工作机制的
同时，启动“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向
区环卫中心吹哨，共同研究雪后道路
清理的解决办法，并实地勘察，确定责
任范围，为12月16日大雪应对工作
打下坚实基础。

12月16日，为确保道路畅通和百
姓出行方便及雪后市容环境恢复，潭
柘寺镇按照全区部署，及时下发通知，
要求各责任部门按照《潭柘寺扫雪铲
冰工作方案》要求，启动扫雪铲冰应急
预案。该镇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及镇保
洁人员第一时间出动清除镇中心干路
道路积雪，保障道路通行。各村保洁
人员、各商铺负责人员及潭柘寺镇“志
愿北京”的志愿者也陆续加入到扫雪
铲冰工作当中，共计出动198人次，确

保百姓出行方便及雪后市容环境恢
复。

截至目前，潭柘寺镇辖区内“门前
三包”区域、楼前道路等公共区域逐一

清扫，确保辖区居民的安全出行。同
时该镇要求各村及社区负责人及时关
注天气预报，做好应急与值守工作，确
保镇域内降雪期间的平稳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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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规范化指导进社区
区档案史志馆

本报讯（通讯员 王久佳）为
了方便居民生活，东辛房街道西
山社区党委第一党支部的 7 位老
党员于近日在社区活动室开展了
便民志愿服务活动。

居民纷纷将自家的刀具、剪
刀拿到现场，看到自家生锈和钝
的刀具变得锋利起来，大家都露

出了满意的笑容。一位居民说：
“磨剪子磨刀看似是无关紧要的
小事，却事关居民的生活，社区的
志愿活动太贴心了。”

此次志愿服务，共计磨剪子
21 把，磨刀 43 把，测量血压 52 人
次、测体重 52 人次，修换拉锁头
11个。

本报讯（通讯员 庞珺）为进
一步推进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
的开展，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
12月12日上午，城子街道龙门新
区三区社区开展了心理健康知识
讲座。

活动邀请了蒙恩关爱家庭中
心的老师，为大家上了一堂生动
的心理健康课。讲座中，老师通
过 ppt 的方式讲解了如何表达

爱。如何向家人、亲人表达爱，在
生活中，言语中主动对家人表达
关心，养成积极健康的生活心态
会有很大的收获。

通过此次讲座，不仅引导了
居民们更好的认识自己养成积极
健康快乐的心态，更使大家对心
理健康有了全新的认识。大家纷
纷表示，在今后的生活中会适当
调节自己，提高家庭的生活质量。

龙山一区

举办“聚宗亲 保平安”邻里节百家宴活动

黄土台社区举办“山顶上”便民服务大集

开展心理健康讲座
龙门三区

本报讯（通讯员 陈文思）近
日，区档案史志馆对大峪街道
德露苑社区的档案工作进行了
现场指导。

档案收集整理科的业务人
员了解了社区整体档案工作情
况，并仔细翻阅了社区党建、
环境卫生、民政等工作产生的
档案实体，进而重点围绕社区
各门类档案的收集整理、文件
材料的归档范围、目录及档案
的保管利用等与社区的工作人
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据了解，为进一步加快我区

档案业务管理的规范化进程，实
现档案规范化指导的全覆盖，推
动档案基础工作服务基层政权
建设，助力社区治理能力现代
化。区档案史志馆开展了对社
区档案管理的规范化指导工作。

此次活动区档案史志馆在
更加深入基层、了解基层的同
时，为进一步掌握基层现状和
档案管理规范化的推广积累了
经验。下一步，区档案史志馆
将把在档案规范化建设中取得
的经验，向更多的社区延伸，
让社区档案更加规范化管理。

本报讯（通讯员 王晓川）作为
回迁社区，居民之间沟通较少，为
了消除彼此间的陌生感，大峪街
道龙山一区于近日举办了一场

“聚宗亲 保平安”邻里节百家宴活
动，到场居民约50余人。

民以食为天，中华饮食文化
源远流长，菜式各种各样，“百家
宴”寓意百家成一家，用真心感受
真情，本次组织开展美食分享活
动，并通过投票的方式选出最受

欢迎的佳肴美食，居民们纷纷表
示此次活动非常受欢迎，既突出
了趣味性、参与性，又展现了个人
文化理念的爱生活、爱分享生活
态度。

该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通
过饮食文化方面的交流，把美食
分享，使邻里间不再陌生，形成其
乐融融的美好生活氛围。同时通
过此次活动，希望家家户户和和
美美、幸福安康。

王平镇举办

“美丽中国 我是行动者”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王福冬）近

日，王平镇举办“美丽中国 我是行
动者”垃圾分类培训宣传活动。各
村居干部、垃圾分类工作者60余人
参加了此次活动。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的老师首先
对当前社会垃圾产生的主要原因、垃
圾处理的主要出口、垃圾对环境及人

们生活带来的主要危害等多方面进行
了细致入微的讲解。让活动参与者们
明白了垃圾已经是影响人们生活、影
响全球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

老师随后对垃圾分类这项举措
的意义与目标进行了分析，通过分
类后垃圾产生量及资源化处理量等
多项数字量化指标，让与会人员清

晰的了解了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
性。在最后的互动环节，中华环境
保护基金会的老师将日常产生的各
类垃圾让与会人员进行分类，对存
在误区的分别进行了讲解，使大家
充分掌握垃圾分类知识技能。

据了解，王平镇自2018年启动
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创建工作以来，

已在全镇实现了生活垃圾分类的三
个全覆盖，即农村垃圾分类管理责
任人主体责任全覆盖，生活垃圾分
类基本类别全覆盖，生活垃圾分类
投放、收运、处理系统全覆盖。形成
了“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无害化
处理”的完整闭合循环链，为地区环
境改善与提升起到了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