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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学生们的王蕾“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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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营五区

举办中老年骨质疏松知识讲座

北京公交集团第四客运分公司

颁发“金银方向盘”奖杯

本报讯（记者 谭庆雯）她是老
师，有着19年丰富的语文教学经验；
她更像妈妈，在课堂外，依旧耐心陪
伴着这些离家千里的莘莘学子，她就
是大峪中学新疆部主任王蕾。

2001年，王蕾从首都师范大学
中文系毕业之后，回到了母校大峪
中学担任语文教师。2013年大峪
中学申请成为新疆内地高中班办
班学校，通过竞聘上岗王蕾成为学
校新疆部的主任，也成为了这个大
家庭的家长。虽然时隔6年，但是
王蕾依旧记得她竞聘上岗时许下
的诺言：“新疆自治区人民把优秀
的孩子，送到我们新疆部老师的手
上，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一定
会把这些孩子当做自己的孩子来

关心来照顾。”
作为新疆部的大家长，她原本

没有授课任务，但是她主动申请教
授预科班的语文课，孩子们汉语基
础不好，有的孩子甚至从初中才开
始接触汉语，在她的语文课堂上，王
蕾总是耐心辅导，愉快轻松的课堂
气氛，不仅仅纠正了孩子们的发音，
更拉近了她和孩子们之间的距离。

春节、“五一”“十一”、中秋、古
尔邦节，每一个节日，王蕾都和学生
一起度过；每周六，是王蕾固定值夜
班的日子，她就带着自己的孩子跟
学生们一起看电影，在操场遛弯儿；
每当天气晴好的日子，她就和学生
坐在宿舍楼前的台阶上，谈天说地；
每场新疆部体育赛事，她都站在场

边加油呐喊。王蕾认为教育，首先
是陪伴。

课堂以外的时间，尤其是周末
节假日，王蕾总是精心设计一系列
活动，让这些离家千里的孩子们不
觉得孤单。她带着孩子们去参观天
安门、攀登八达岭、徜徉清华园、驻
足未名湖、泛舟颐和园，还走进国家
大剧院去欣赏交响乐，走到什刹海
去体验北京的风土人情，也走进北
京的文博会，体验不同国家地域的
文化，在这样多元文化的熏陶之中，
孩子们的眼界更开阔，也更加激发
了孩子对祖国的热爱。

从乌鲁木齐到北京市3500公
里，最快的火车也要33个小时，每
年学生的往返工作，都牵动着老师

和家长的心，作为学校新疆部的大
家长，王蕾从未缺席过，6年来，每次
接学生来学校都感慨万千。

夜深人静的时候，看见这些离
家的孩子，在火车上互相依靠着都
睡着了，王蕾心里就暗下决心，觉得
自己应该接过爸爸妈妈的责任，爸
爸妈妈不在身边了，老师们就得做
这些孩子的父母。

也许见到过孩子们与父母分别
的场景，王蕾更加懂得陪伴的重要，
她把新疆部营造成一个温馨的家的
模样，让孩子们感受到更多的关心
和爱护，在孩子们心中，她是良师益
友，更扮演着妈妈的角色。

新疆班的学生迪丽娜孜说：“王
蕾老师是一个特别可爱，很亲切的
人。我们都叫她‘王妈妈’。她真的
就像妈妈一样，很关心我们，不管是
学习还是生活，都会给我们很大的
帮助，感觉到特别温暖，就像在家里
一样没有什么区别。”

对于王蕾来说，从事民族教育工
作，她的教育理想就是让新疆班的孩
子，扎根美的沃土，解放美的天性，点
燃美的梦想，让各民族的孩子在学校
里面，能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从而
达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好理想。

从教19年，王蕾将满腔热忱投
身于她爱的教育事业，像妈妈一样
陪伴着远离
家乡在外求
学的莘莘学
子，将无私的
爱传递给每
一个新疆部
的孩子。

本报讯（记者 屈媛）13年前黑
车司机李晓华（化名）拉活时，因为
一时贪念掉入了“乘客”和他人设的
局，被一枚价值仅值10元的“钻石”
骗去了10万元。该诈骗团伙中的
其中两人先后获刑，而嫌疑人艾某
今年才终于落网。近日，本案在区
法院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艾某因
犯诈骗罪获刑4年。

记者了解到，2006年，黑车司
机李晓华在我区路边“趴活”时，接
到了一名男乘客，这名男子操着湖
南口音，要打车前往区工商局。途
中，男子请李晓华用手机联系区工
商局的“杨科长”查询某公司的情
况，电话接通后，“杨科长”称自己不
在办公室，要求男子前往某小区门

口见面。
据李晓华回忆，当时见到了

“杨科长”后，男子查询了他名下的
一个公司，但该公司已经破产，欠
了大笔债务。于是，男子提出将手
头的一颗钻石卖掉，便向李晓华询
问起在本地有没有相熟的银行工
作人员。

这时，“杨科长”又出面称自己
有个朋友是农业银行的员工，两人
便又坐着李晓华的车前往了一处农
业银行网点。在银行，员工艾某称
这枚钻石价值可达50万元，但男子
并没有销售钻石需要的手续，如果
是“黑货”，银行就会把钻石没收。

听到这里，男子便回到车里悄
悄与“杨科长”和李晓华协商，能否

请他们本地人出面，和银行沟通一
下，他愿意以36万元的低价将钻石
转让给两人。这时，李晓华已经完
全掉进了对方的圈套，被眼前的差
价利益迷惑，她答应先付给男子10
万元钱，“杨科长”也表示愿意预付
11万元代卖钻石，钻石卖出后再支
付剩余价款。

三人谈妥成交后，李晓华便立
即去银行取款10万元交给男子，对
方也将钻石交到了她手中，但随后

“杨科长”便以回家取钱的理由离开
了现场，冷静下来的李晓华才发觉
自己被骗，报了警。

经鉴定，这枚“钻石”其实是合
成氧化锆，实际价值仅为10元钱。

在北京诈骗得手后，扮演破产

公司老板的刘某成又流窜至四川省
攀枝花市继续作案，用类似的手法
以出售“熊胆汁”为名再次诈骗他
人。因该案案发，刘某成被抓获归
案，并供出了此前在北京诈骗的事
实，假扮“杨科长”的嫌疑人刘某军
也被警方抓获。经法院审理，两人
已分别因诈骗罪获刑。

今年9月，员工艾某在逃13年
后终于落网。对于检察机关指控其
犯诈骗罪的事实，艾某表示全部认
可，并认罪认罚。

经审理，区法院认为，艾某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诈骗他人财物，其行
为已构成诈骗罪，综合全案证据，法
院当庭判处艾某有期徒刑4年，并
处罚金5000元。

本报讯（通讯员 王秋杰）随着
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老年骨
质疏松症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骨质疏松症已经成为威胁中老年
人健康的主要疾病。为了宣传骨
质疏松症的防治常识，提高中老年
人的防治意识，近日，在东辛房街
道石门营五区举办了中老年骨质
疏松知识讲座及义诊。

区门矿医院中医科医务人员
用通俗易懂的理论讲解，向大家
讲述了什么是骨质疏松症、骨质
疏松症的危害以及如何预防骨质

疏松症等知识。在讲述的过程
中，大家不仅认真听讲，还就自身
健康问题向医务人员提问，医务
人员都耐心地一一解答。

通过此次讲座，使社区居民
对骨质疏松有了深入的了解，知
道了科学补钙的重要性及日常生
活中存在的误区，提高了社区居
民对骨质疏松的自我防范意识。
居民们纷纷表示，生活中一定要
科学合理的膳食，补充适量的钙
质及维生素D，重视日常保健，远
离骨质疏松症。

本报讯（记者杨铮）近日，城子
街道结合居民诉求，为管辖范围内
的老旧小区实施燃气改造工程。

该街道通过与华油燃气公司
和京煤集团等产权单位的协调，对
具备通气条件的楼房进行报装，并
配合燃气公司制定施工方案，采取
成熟一片、安装一片的方式，分批
次解决居民天然气的使用问题。

记者在向阳社区里看到，工
人们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施工，
改造工程完成后，将切实解决居
民换气灌气、搬上搬下的不便，为
社区居民带来极大的便利。

一位社区居民说:“长期使用
瓶装液化气特别不方便，我们小
区有个大坡，每次换气都要上坡

下坡，走起路来很吃力。家里的
孩子们上班也没有时间给我们换
气。天然气入户，是我们盼了好
多年的心愿，现在马上就要实现
了，心里特别高兴，特别激动。”

目前，室外管线工程已基本
完工，下一步将进行入户管线铺
装，部分居民将在 2020 年年初实
现燃气入户。本次改造工程涉及
向阳、广场、矿桥东街、城子西街，
七棵树东街和民生6个社区，包含
35栋楼房，1829户居民。

城子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吕
硕说:“我们将协调加快施工进度，
让辖区居民早日用上清洁、高效、
环保的管道天然气，提高辖区居
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本报讯（记者 杨铮）近日，北
京公交集团第四客运分公司第十
一车队向优秀公交驾驶员们颁发
了“金银方向盘”奖杯，激励职业
精神，增强安全意识。

41岁的驾驶员王江，首次获
得“银方向盘”奖，从23岁参加工
作至今，他安全驾驶公交累计超
过60万公里。从出发前的安全确
认签字，到发车前的车辆检查排
查，每一个细节，都是为了保证所
有乘客的安全。近20年的坚守，
王江用手中的方向盘，驾驭着每
一次平安出行。作为一名公交驾
驶员，“安全”两个字是他时刻提
醒自己的警钟。王江说：“坐在驾
驶室，就代表了一份责任，手握着

方向盘就是掌握着全车乘客的生
命安全，所以我必须保证安全行
车。我会再接再厉，争取早日拿
到‘金方向盘奖’。”

据了解，公交集团客四分公
司下辖370路、336路和383路等
十条公交线路，共有公交驾驶员
323名。从2017年至今，已为近
百名公交司机颁发了“金银方向
盘”奖杯。“银方向盘奖”，女司机
需要安全驾驶超过50万公里，男
司机需要超过60万公里；“金方
向盘奖”女司机需要安全驾驶超
过 80 万公里，男司机需要超过
100万公里。今年，车队评选出2
名“金方向盘”奖，23名“银方向
盘”奖。

近日，市民反映大台街道大台
社区主街管道漏水,希望相关部门
协助解决。

大台街道接诉后，城市管理科
工作人员立刻前往核实。漏水原因
是地下供水管道年久失修老化造
成，并通过社区居委会了解到周围
居民家中已经停水。大台街道城市
管理科立即启动应急处置工作方
案，发挥街道快速处置应急队伍作
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进行抢修。
经过一个多小时紧张施工，漏水管
道更换完毕，随后施工人员对刨开
的地面进行硬化。

为防止傍晚气温下降，街上的
水结冰，街道城市管理科将地面有
积水的地方撒上了融雪剂；社区工
作人员通过广播告知漏水问题已
解决，已经恢复供水，同时提示周
边居民外出时候要注意安全，防止
滑倒。

市民对政府高效处理表示满意。

大台街道千军台社区由千
军台村、庄户村、北台子村组
成。千军台村最为著名的就
是与庄户等村联办的千军台
庄户幡会，此项活动始于明，
兴于清，据传康熙年间曾受过
皇封。现在幡会于每年元宵
节期间在两村轮流走会，并已
于2014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随着每年千军台古幡会游
客 越 来 越 多 ，有 市 民 通 过
12345反映，希望在村口安装
摄像头，加强监管，消除社区治
安隐患。

大台街道接诉后，召开“接
诉即办”专题调度会，工委书记
亲自调度，强调要以居民“七
有”“五性”的“安全性”需求出
发，责成城市管理办公室负责

具体落实。经过街道城市管理
办公室工作人员实地调研，并
组织社区居民召开会议商讨确
定安装地点后，经街道工委会
审批，利用综合工作经费为千
军台社区增设了3个监控摄像
头。目前监控设备已安装完
毕，视频资料直接传送至千军
台居委会，消除了社区治安隐
患。市民表示非常满意。

本报讯（通讯员 李迎杰）近日，
笔者从区作家协会2019年总结和
2020年工作计划会上了解到，2019
年区作家协会文学创作取得较好成
绩，在国家和省市报刊发表小说、散
文共96篇，172300字，发表诗歌37
首，867行；获得省市以上奖项8项，
区级奖项4项。

据了解，区作家协会在《百花
山》和《京西时报》副刊发表作品近
百万字；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
西山散文集《山水风韵》一部，14.7
万字，图片160张，全国发行；由《北
京文化出版社》出版民间文学集一
部，20万字。协助区委宣传部编辑

出版了《诗韵京西》诗集，组织创作
编辑了《百花山》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文学作品专刊。

同时，区作家协会开办了“大西
山永定河文学公众号”，拓宽了宣传
发表渠道，已发55期，发表小说、散
文、诗歌、童话、纪实文学、活动报道
等30万字，诗歌204首，4070行，受
到专家和读者的好评。

此外，区作家协会积极开展各
类文学活动，文学进乡镇、进军
营、进学校、进社区。组织了龙泉
镇红色文化采风，潭柘寺镇历史和
创建文明城采风，妙峰山炭厂神泉
峡采风，驻区部队“双拥”采风，三

家店、琉璃渠永定河历史遗迹采
风；协助区委宣传部、区文联组织
了马栏清明红色主题诗会；分别协
助驻区部队和内蒙古乌兰察布举
办了诗歌讲座；与龙泉镇、倚山嘉
园社区、三家店小学等共同举办了
中秋诗会、北京十月文学月“故乡
与祖国”诗歌朗诵会、“诗韵永定
河”诗歌朗诵会；为王平镇和区城
管执法局讲门头沟红色故事党课
三讲，600余名党员参加；为潭柘
寺镇创作散文24篇，7万余字，并
帮该镇阳坡元村成立红色文化宣
讲团，帮助撰写宣讲稿和辅导宣
讲；协助妙峰山镇举办诗歌大赛和

编印《妙峰山诗集》；为区创作“双
拥”诗歌100首；为内蒙古乌兰察
布创作诗歌22首；组织创作关注
留守儿童和妇女、老人主题诗200
余首，参加中国诗歌学会组织的

“我们与你在一起”大型公益活
动，被评为全国先进集体，大峪中
学分校的作品被刊发《中国少年
报》；坚持文学进校园，为4所中小
学讲百节文学课。辅导学生作品
70 余篇首刊发区内《百花山》和
《京西时报》，大峪中学分校三名
学生诗歌作品发表于《东方少年》
杂志，诗歌班学生作品发表于中国
诗歌学会网。

区作家协会用文学抒写新时代

施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