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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百姓喜迎新春佳节

民生

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本报讯（记者 屈媛）近日，区法
院执行局为28名外来务工人员发
放执行欠款。

据了解，张某等28人与北京某
国际装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劳务
（下化名为三石公司）合同系列纠纷
案件共计28件，涉及外来务工人员
28人，劳务费用共计12.6305万元。

经查，申请人28人均为北京周
边来京务工人员，经人介绍在三石
公司承包的工程中从事相关劳
务。工程完工后，因三石公司未按
时支付劳务报酬，张某等28人向
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三石公司支
付相关劳务报酬。经调解，双方达
成协议，由三石公司支付劳务费等
共计12.6305万元。后因三石公司

逾期未履行，张某等人遂向本院申
请执行。

经查，该公司系A级纳税人，
具有较为雄厚的技术和资金。考
虑到建筑工程行业资金缺口大、周
转期长等特点，立案后，法院第一
时间便与该公司联系，告知其相关
执行情况，要求其尽快制定给付方
案，确保过年前能将全部劳务费发
还本案申请人。

通过与三石公司沟通，其委托
代理人表示公司有能力也有意愿
偿还劳务欠款。但因临近年底，尚
有大量应收账款未能收取到位，各
项目经理都在外地积极催收回
款。目前公司账面资金严重匮乏，
无法一次性给付完毕，希望法院给

予一定的履行宽限期，分两次缴齐
全部案款。经与申请人一方沟通，
申请人一方的委托代理人表示可
以接受三石公司的还款方案。几
天后，三石公司将第一笔案款
70000 余元汇入法院账户。为保
证该企业正常经营不受到执行措
施的过大影响，法院决定暂时不对
三石公司采取限高措施或纳入失
信名单，亦未对公司收款账户进行
冻结，以保证回款到位后能够及时
缴纳。

最终，经多方协调努力，1月16
日，三石公司将剩余50000元案款
缴纳至法院，28件案件全部执行完
毕，本案申请人28名外来务工人员
兄弟，得以在春节前拿到一年辛勤

付出的所得，回家过一个安心祥和
的新春佳节。

“真是太感谢法院了，没想到能
在春节前拿到钱，这下可算能回家
过个好年了！我得赶紧告诉我的工
友们。”拿到劳务费的外来务工人员
激动不已，一直拉着法官的手。

区法院执行局工作人员介绍
说：“办案中，我们充分把握双方当
事人利益平衡点，对涉案企业缓用、
慢用强制措施，积极协调双方诉求，
在确保尽快实现外来务工人员权益
的基础上，和保证企业日常经营的
基础上，真正将助力营商环境优化
和维护外来务工人员等弱势群体权
益的要求有效落实，实现当事人利
益双赢。”

门头沟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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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演出 送春联 包饺子

区法院春节前为外来务工人员发放执行欠款

本报讯（记者 耿伟 张欣皓 屈
媛 刘鹏 通讯员 李鑫远 王福冬 杜
荣星 梁盼 王晓明）近日，潭柘寺镇
为迎接新春佳节的到来，举办了
2020年迎新春文化展演。来自全
镇的机关干部、各村村民和驻区部
队官兵欢聚一堂，通过奔放的舞蹈、
深情的朗诵、幽默的小品，展现新时
代潭柘寺镇居民幸福生活的美好画
面，洋溢着对新一年的祝福和憧憬。

整场演出内容丰富，节奏欢快，
各村村民自编自演的节目，充分展
示出地区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烘
托出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大家通
过一个个精彩的节目，表达对彼此
的祝福，也共同期待潭柘寺镇的明
天更加美好。

近日，雁翅镇在苇子水村举办
第二届“传统戏曲进乡间 文化‘创
城’谱新篇”迎新春戏曲专场演出。

来自苇子水村的大秧歌剧团、淤
白村的宏远剧团、马套村的新村剧
团，分别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秧歌
戏、蹦蹦戏、山梆子戏带到乡村。秧
歌戏《沉香救母》选段、蹦蹦戏《刘公
案》选段、山梆子戏《黄草坡》选段接
连上演，引得现场笑语连连，掌声不
断。演员们的一颦一笑，一俯一仰，
都吸引着观众的目光，令前来观看的
村民大饱眼福，不少观众掏出手机，
记录着精彩的场面。整场演出共持
续1个半小时，观众达到100余人，
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激
发了乡村振兴文化活力，培育文明乡
风，助力文化“创城”。

这是雁翅镇第二次举办迎新春

戏曲专场演出，在有效促进村民精
神面貌和文化素养提升的同时，将

“戏曲”与“创城”相结合，提升了“创
城”的宣传率、知晓率、参与率，营造
乡村文化发展的同时也为“创城”冲
刺、攻坚打下良好基础。

近日，大峪街道丽湾西园小区
举办以“丽湾聚邻里，幸福属于你”
为主题的春节联欢活动。

魅力金湾乐团带来的民乐合奏
《闹新春》，社区居民表演的歌舞、笛
子独奏等节目精彩纷呈，整个联欢
会现场热闹非凡。其中配乐朗诵
《“创城”在行动》，女生合唱《我和我
的祖国》更是表达出社区居民对美
丽家园、伟大祖国的美好祝愿。

社区居民说：“参加这个活动感
觉特别热闹，这些节目精彩，气氛也
好，确实感觉非常的幸福。希望社
区能经常举办一些这样的活动，增
加整个社区居民的凝聚力。”

近日，大峪街道新桥社区举办
了第十一届饺子宴，邀请辖区单位、
居民100余人共度节日，欢聚一堂。

文艺演出以舞蹈《红枣树》开
场，优美的旋律，婀娜的舞姿，带动
全场；快板《生态文明就是好》由居
民艾平自发编排；京剧《打龙袍》将
整场演出推向高潮，全体观众无不
为其鼓掌；诗朗诵《霞光里的中国》
表达了大家对祖国母亲的热爱与感
恩。最后，在全员大合唱《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中文艺演出完美
收篇。而热气腾腾、飘着阵阵香味
的饺子，一盘接一盘的也端上了桌，
大家有说有笑，互相品尝着各家自

带的小菜，感受着热闹、温馨和“家”
的味道。

近日，我区文明引导员一中队
的55名队员，利用周末时间来到清
颐敬老院开展“新春联欢，冬日送温
暖”活动。

引导员们和清颐敬老院工作人
员一起为老人表演了样板戏、吉他
弹唱、大合唱等文艺节目。一个个
精彩的演出，让敬老院的老人们看
得笑逐颜开。活动室里掌声不断。

敬老院的老人们表示，我们参
加这个活动很感动，精彩的演出给
我们老人带来了欢乐，感觉到特别
愉快，特别高兴。

据了解，像这样的志愿服务活
动，文明引导员每月都会开展一次，
为老人们整理房间、包饺子、送生活
用品，目前已开展两年，共24次。

一位文明引导员说：“在新春佳
节来临之际，我们给老人送来祝福，
让老人们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在今
后的工作当中，我们会一如既往的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继续为老人送
来快乐。”

为营造欢乐喜庆的新春气氛，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日，王平
镇携手区文联邀请区书法家协会的
书法家们共同开展了“我们的中国
梦文化进万家”写春联送祝福活动。

在韭园村村委会，来自区书法家
协会的十几位书法家顶着寒冷，挥毫
泼墨写春联，墨香飘溢而来。闻讯赶
来的村民络绎不绝，大家非常认真地
欣赏着书法家的作品。书法家们各
显身手，行草楷风格各异，笔力雄健，

气韵生动。村民们手捧一幅幅喜庆
的春联笑得合不拢嘴。除此之外，几
位剪纸老师还现场教授村民制作窗
花，弘扬传统民间艺术。

这次活动共送出春联 500 余
幅，福字500余张，窗花200张，各
类书籍100余本，向广大村民送去
了新年的祝福，同时也对陶冶村民
的文化情操起到促进作用。

为丰富辖区居民的文化生活，
营造愉快祥和的节日氛围，近日，城
子街道市场街社区在多功能活动室
举办了2020年新春联欢会。

伴随着《吉祥欢歌》的欢快舞
蹈，联欢会正式拉开帷幕，小品《老
年少儿的联欢》、萨克斯风伴奏歌曲
演唱《西口情》《老房东查铺》，小合
唱《我和我的祖国》、葫芦丝演奏《阿
瓦人民唱新歌》等精彩的节目赢得
了观众阵阵掌声，现场充满了欢声
笑语，令人倍感温馨。

刚刚演出下场的阿姨们又接着
加入包饺子的阵营，热心的居民、小
组长在天刚刚亮的时候就早早的来
到社区，他们分工明确，和面、洗菜、
切菜、和馅、擀皮，在阿姨们的手中，
一个个好看的元宝大饺子放满了盖
帘。联欢会在欢歌笑语中落下帷
幕，一锅锅圆滚滚的饺子也刚刚出
锅了，百家宴正式开场，猪肉大葱、
猪肉白菜，韭菜鸡蛋……各种馅料
的饺子，一盘盘的端上了桌，大家品
尝着香甜的饺子，心里暖暖的迎接
新春佳节的到来。

此次活动表达了社区居民对祖
国的无限热爱、对新春的美好祝愿、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进一步增强了
社区的凝聚力、向心力，充分展现了
市场街社区健康文明、积极向上的
精神，营造出一种家家和谐、人人有
礼的社区氛围。

近日，区残疾人专门协会和书
画协会共同主办的“福满京城 春贺
神州”迎新春送春联文化惠民活动
在龙泉镇西老店温馨家园拉开了序
幕，38名残疾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活动中，我区残疾人书法协会
的会长挥毫泼墨，大展风采，残疾人
及其家属对书法作品赞不绝口，井
然有序地排队挑选称心的联语，或
是邀请老师为自己书写一幅满意的
春联。红红的春联、浓浓的墨香、美
好的祝福，寄托了人们对新一年的
美好憧憬和向往。

活动中，书法家们共送出70多
幅春联和福字。让残疾人朋友和家
属感受到了浓浓的年味，提前为大
家送去新春的祝福，营造了幸福、和
谐的新气象。

针对去年妙峰山镇垃圾类投诉量
较多的问题，该镇政府组织包村干部、
村“两委”及相关部室多次召开专题会
议研讨解决方案。最终选择了三种解
决方式并施，环境问题得到了很大改
善，为辖区百姓创造了良好居住环境。

一是及时清理垃圾。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的方式引入第三方公司，每天
至少出动垃圾清运车8台次，保洁人员
24人次，对镇域内所有垃圾清运两次，

遇到重大活动就随倒随清，确保垃圾
不外溢、不堆积、无异味。

二是规范垃圾分类。利用宣传
栏、电子屏等进行广泛宣传，安排专人
逐户入户宣传指导，将镇域内所有垃
圾桶全部更换为分类垃圾桶，并安排
专人在垃圾桶旁进行分类指导。目前
全镇已全部实现了垃圾分类，为后续
垃圾消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是提倡并推广高效节能绿色有

机生态生活方式。妙峰山镇种植户较
多，每年产生大量桔梗，为了解决桔梗
和厨余垃圾消纳问题，由村里出资对
陈家庄蚯蚓养殖厂进行扩改建，由原
来的800平方米养殖面积扩建至2300
平方米，另外增加了一个发酵池，由原
来的200立方米增至到700立方米；
秸秆年消化量由600-700吨增加到

1000吨；厨余垃圾消化量由300-400
增加到800-1000吨，提升了垃圾自
消能力。

通过妙峰山镇一系列措施后，卫
生秩序显著提升，百姓诉求量明显减
少。下一步，妙峰山镇将继续加强镇
域环境治理工作，为辖区百姓创造良
好居住环境。

近日，斋堂镇百姓通过12345热线
建议，适逢春节来临之际，希望相关部门
能够开展送春联等文化活动，丰富百姓
文化生活，积极营造良好的春节氛围。

接到群众建议后，斋堂镇高度重
视，镇主管科室文化中心及时与区文联
取得联系，于1月13日上午在斋堂镇
军响村组织开展“文化进万家”暨写春
联送祝福活动。

活动中10余名书法家及村民、书
法爱好者积极参与，他们直抒胸臆，挥
毫泼墨，用一幅幅优秀的书法作品抒发
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喜迎新春佳节的
到来。

通过此次活动，广大村民、书法爱
好者既切磋了艺术，增进了友谊，又将
一幅幅优秀的书法作品以“送温暖、送
祝福”的形式送到深山区村民手中，累
计现场书写、发放春联1000余幅，福字
600余张，剪纸300余张，活动受到村
民的一致好评。

下一步，斋堂镇将结合实际情况，
组织开展一系列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
活动，不断丰富辖区百姓业余生活。

垃圾清运

学习传统国画技法
丰富老人文化生活

本报讯（记者安振宇）近日，区
社区学院书画课进行成果展示，学
员们以《柿柿如意》和《山水》为主
题，创作了50余幅作品。

为加深学员们的理解,指导教
师现场对学员作品进行点评;学员
们认真聆听，在画中学、学中画，对
自己几个月的学习收获感到满意。

一位学员说：“这里的学习条
件和学习环境非常好，我在学院学
了两期，学到了很多知识。”

据了解，本期课程共有31位
学员，年龄最大的68岁，最小的
38岁，通过开展书画课，能让学员
更好地了解传统文化，丰富业余
生活。

双峪社区开展志愿服务

本报讯（通讯员 段蓓）近日，
大峪街道双峪社区党员连民心服
务队在社区门球场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为居民提供免费服务，包括
磨剪子、磨刀、健康义诊、义务理
发、健康咨询、配钥匙等，活动吸引
了近百人前来参加。

在活动现场，磨刀、磨剪子是
热门服务项目，剪子、刀具在队员
们的手里飞快地摩擦着，焊盆更是
稀有项目，社区王阿姨说：“现在会
这门手艺的人太少了，多亏了任师
傅，要不我这盆都不知道去哪儿

修”。同时，京门医院、老宋开锁、
城管便民服务队也参加了这次志
愿服务活动。此次活动共磨刀 20
余把、磨剪子 5 把、测量血压 40 余
人次、义务理发 10余人次、配钥匙
5把等，方便贴心的生活服务受到
群众的赞扬。

据了解，此次志愿活动是双
峪社区连民心服务队重新整合后
的首次便民服务。重组后的连民
心服务队将继续发扬雷锋精神和

“门头沟热心人”的奉献精神，为
社区居民提供便民服务。

蚯蚓厂扩建后

妙峰山镇多措并举 不断提升环境秩序

本报讯（记者 李倩）春节前
夕，王平镇东马各庄村的会议室内
喜气洋洋、热闹非凡，村民们一边
聊天一边排队等候领取自己的“年
终奖”。原来，这是“德马行储蓄
所”的积分奖励现场，村民用劳动
所得的积分换取年底分红，把虚无
的条规真正变成了看得见、用得上
的实惠。

一大早，村民王桂芬打扫干净
村里的道路，就小跑来到村委会，等
待的过程中，她激动不已。“德马行
储蓄所”试运行的半年来，她积极参
与村里组织的各类活动，自觉维护
村内的环境卫生，从而得到了不少
积分，凭借这些积分，王桂芬换取了
545元的年底分红。拿到钱的她脸
上乐开了花，她说，“快过年了，我拿
着分红的钱给小孙女买点好吃的，

买点文具，让她也跟着开心开心！
2020年，我要继续努力，向积分更多
的邻居学习，一起争做‘德行标兵’，
为村集体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也
争取下次能换取更多的分红。”

当天，东马各庄村的 301位村
民，共领取了 14.6 万元的奖励分
红。“德马行储蓄所”也得到了广大
村民的认可与支持，现在的东马各
庄村，环境更干净了、邻里更和谐
了，从“小家”到“大家”都渲染着文
明和谐的氛围。

“德马行储蓄所”发挥的杠杆
作用，不仅撬动了乡村治理的大力
量，有效推动党员、群众带头学习、
帮助邻里、建言献策，也在全村带
动形成“向善尊贤、团结统一”的良
好氛围，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不
断增强。

争做德行标兵 喜领积分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