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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接触”外卖 让百姓吃得放心

物
业
公
司
主
动
作
为

保
障
居
民
日
常
用
水

增设购物自提站
方便辖区居民

抢修现场

▲

▲

抢修现场

军庄镇疫情期间为村集体出租的承租户免除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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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头沟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提供

绿岛家园社区
展示“最美逆行者”风采

王平镇果蔬直通车进村居捐献造血干细胞 用爱延续生命

龙泉镇温暖相伴独居老人

本报讯 2月27日，我区某医院
的基层医生小青（化名）成功捐献了
骨髓造血干细胞，为一名8岁女孩
和她的家庭带去生命的希望，成为
我区第一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也
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国首个非亲
源捐献者。

从早上6点抽血并注射最后一
支“动员剂”，小青就在病房里开始
了长达4个多小时的干细胞采集全
过程，两只胳膊都被插上针头，上半
身不能动弹，只有下半身和头部能
活动。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她的这
次捐献变得非常特殊，没有亲友陪
伴。她安静地躺在病床上，默默聆
听着机器采集干细胞的声音，认真
注视着那汩汩的红色液体缓缓移
动。采集完成后的干细胞和用心写
下的祝愿卡一同被送往女孩所在医
院。回想起从报名到捐献的8个年
头，每个细节都历历在目。

40多岁的小青是一名基层医
生。2011年9月16日，响应单位号
召和许多同事一起成为了造血干细
胞捐献志愿者。2019年9月23日，

时隔8年后的一天接到了“造干库”
北京分库工作人员的电话通知，经
检索，HLA初配型与一患者相合，
询问她是否愿意捐献，可以考虑一
周后给出答复。这个通知来得很突
然，但是她却没有一丝犹豫，斩钉截
铁地回复：“不需要考虑。如果需
要，我就一定捐！”在后来的第二次、
第三次确认捐献同意书上签字中，
她都毫不犹豫的写下了自己的名
字。为了能保证捐献万无一失，她
戒掉了爱吃的甜食，开始了每天至
少一万步、风雨无阻的身体锻炼，她
要以最健康的状态去帮助患者。

从配型成功到一次次的体检，
医院同事和她的家人都一直默默支
持着她的仁心善举。根据患者身体
情况，很快确定了采集时间为2月
17日，但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使得原定2月13日的住院准备不得
已而延期。被工作人员告知，在最
终采集前，志愿者随时可以改变决
定终止捐赠。但小青作为一位母
亲，她深知失去孩子的痛苦，如果可
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挽救一个孩子的

生命，世界上就会少一位哭泣的妈
妈，不管面对多大的困难，她都更加
坚定决心：“我不会悔捐，有这么多
人的支持，我会全力配合。”

于是，她开始迅速调整预先的
安排，把手头的工作都提前做完，
利用一周的时间培训孩子独立生
活起居、参加网课学习。刚满13岁
的儿子非常支持妈妈的善举，悄悄
学会了很多生活技能想用来照顾
妈妈，但因为疫情不能陪伴左右，
临行前他坚强地对妈妈说：“您放
心，我自己能行，您放心去救小妹
妹吧！”小男子汉也有柔情，他含着
眼泪将亲手折的花放进妈妈的口
袋里，悄悄送上耳语：“就让这支玫
瑰花陪着您吧”。她的爱人话不
多，特意请了年假，每天变着花样
给她做饭增加营养，用默默的行动
全力支持她。

但是最让她放心不下的还是
年逾70的父母。老人们对她这个
独生女一直特别疼爱，当听说她要
捐献干细胞时都非常担心，经过她
反复多次的解释劝导才勉强同意。

而这次新冠疫情来袭，又使老人们
的心头多了些许担忧。实在于心不
忍，她没有把具体捐献时间告诉他
们，并嘱咐爱人帮忙先瞒着。但是
在她住院时正值农历二月初二，是
闺女回娘家的日子，看女儿没有回
家，老母亲就做了她最爱吃的馅饼
送到她家。情急之下，她的爱人只
好跟老人说她被单位外派参加培
训，这才勉强过关。但她相信善良
的父母一定会理解她、支持她。

捐献结束后，小青已经很疲惫
了，但还是很激动地给医院发来一
段信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是每
一位医务工作者的责任，我只是千
千万万白衣战士中的一员。自新冠
战疫打响以来，全国医护人员纷纷
逆行与病毒殊死搏斗。比起他们，
我所做的事情微不足道。”她，用爱
让生命延续，为8岁的小女孩书写
美丽的人生，诠释了医者仁心和大
爱情怀，在当前肆虐无情的疫情下
竖起了一面旗帜，为我们带来涓涓
暖流，成为激励我们不惧风雨、勇敢
向前的不竭动力。

本报讯（记者 屈媛）随着返京
人员增多，龙泉镇为进一步筑牢

“外防输入、内防扩散”安全防线，
将各村居未返京人员房屋、出租院
等地的门前张贴返京温馨提示并
对应贴上“封条”，提示人员返京后
第一时间和村、居委会联系，以便
村居做好后续工作。

“疫情期间，为了您和他人的
健康与安全，请您返京后先与村、
居委会联系，联系电话XXXX。谢
谢您的支持与配合！”记者在琉璃
渠地区看到，社区工作人员正在对
未返京人员房屋门前张贴特殊的

“封贴”和返京温馨提示。
这些“封条”一方面起到了告

知住户的作用，一方面也为地区工
作人员第一时间掌握返京人员动
向提供了帮助。以便工作人员合
理安排后续居家隔离及生活保障
工作。截至目前，已累计张贴2000
张。

琉璃渠社区党总支书记陈秀
春说：“我们对于隐瞒行程私自返
回并拒绝居家隔离的人，在日常巡

查中也能通过‘封条’是否被撕毁，
及时发现新的情况，第一时间做好
管控工作。对于返京人员的行程
查询，我们还将通过手机验证疫情
防控行程记录，时刻关注他们的行

程动态。”
与此同时，琉璃渠居委会还对

未返京人员进行电话劝导和电话
咨询。

“我们琉璃渠村是村居共建地

区，我们村里也会和居委会积极配
合，做好对未返京人员的管控，真
正做到村居对接无缝隙，区域管理
全覆盖。”琉璃渠村党总支书记李
建华说。

本报讯（记者 李倩）“叔，麻烦
您来一下村委会，有个事情想和您
商量一下。”近日，军庄镇西杨坨村
举行了一次特殊的民主表决，党员
和村民代表们纷纷错时来到村委
会，为村集体出租的承租户们免除
租金这件事进行表决。

“原本半个小时就能得出结果
的表决，在这个特殊的时期竟然进
行了一下午才结束。”表决完的村
民代表说：“大家都很配合村里的
防控工作，为了避免人员聚集，所

以纷纷选择错时、错峰来到村委会
投票。”

据了解，此次表决是村里考虑
到因疫情影响，杨坨大集已关闭1
个多月，而村集体出租的承租户们
为了配合村里的疫情防控工作，纷
纷选择暂不返京，因此，对于本就
挣不到钱的租户们来说，再出租金
也算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所以村
里的党员和村民代表们纷纷表态：
是否愿意为村集体出租的承租户
们免除租金。

经过一下午的错时表决后，一
半以上的人同意了这份又暖心又
贴心的提议。最终，西杨坨村通过
民主程序为西杨乐餐厅、龙祥美食
城、西杨坨市场、西杨坨大集免除
每月租金，直至本次疫情结束。

“在疫情面前，没有人能够独
善其身。现在我们不仅没有其他
收入，还要为基本的生活啃老本，
再这样下去就吃不消了，多亏了村
里体谅我们啊。”承租的商户对西
杨坨村村委会做出的这一决议感

到特别感动，并说道：“西杨坨村村
委会主动免除大家的租金，让我们
有序开工，我们一定不给村里添麻
烦，服从安排，配合工作。”

这一次特殊的民主表决，不仅
有力减少了离京出租户的流动性，
减轻了疫情防控工作的负担，同时
也为辖区“五小行业”有序复产复
工软着陆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让大家充分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
温暖与关怀，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
能力的有效提升。

本报讯（记者 耿伟）近日，在
王平镇东马各庄村里，康依家商业
连锁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将各类
新鲜果蔬整齐有序的摆放在宽阔
场地内，村民们也闻讯而来，采购
自己所需的菜品。

疫情期间，王平镇各村严格防
控措施，村民们积极配合，减少外
出，但买菜难问题成了困扰村民的
一块心病。王平镇积极联系康依
家公司，为镇域内没有商业设施的
韮园地区和安家庄地区两个网点
供应果蔬。

为了减少人员接触，避免人员
聚集，康依家公司提前将各类果蔬
分装打包，并进行称重，以袋装形
式出售，每种果蔬的价格都低于市

场价格。现在，村民足不出村就能
买到所需的新鲜果蔬。

自我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启动后，地区百姓尤其是山区群
众的蔬菜供应保障成为关注的重
点问题。康依家公司作为地区便
民服务企业，按照区商务局相关
部署和部分镇街的实际需求，为地
区百姓日常买菜提供保障。

康依家公司在全力确保员工
自身健康的基础上，加大果蔬供应
力度，积极与北京地区多个果蔬供
应基地沟通协调，保证货源渠道的
安全可靠。截至目前，已为我区四
个镇两个街道的26个村居供应果
蔬40余类共计8万斤，满足了疫情
期间地区百姓的买菜需求。

本报讯（记者 陈凯）这两天，
在大峪街道绿岛家园社区，LED大
屏循环播放的一组“最美逆行者”
照片，成为了社区里最美的风景。
一张张照片，不仅仅是在向这些抗
疫英雄致敬，同时也为基层防疫的
工作人员鼓舞了干劲。

记者在现场看到，居委会的电
子大屏上，循环播放着这12名抗
疫一线的医务人员代表照片。他
们全部来自北京市的各个医院，疫
情爆发后，这些白衣天使们奋不顾
身投入到抗击疫情一线，为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做出了十分重要的
贡献。照片播出后不仅吸引了路
过的居民，同时也让社区值守的工
作人员更加坚定信心。

“在电视上看到这些白衣天使
的事迹，我非常感动，作为社区的
一名志愿者，我也要继续努力，以

他们为榜样，做好我的本职工作，
为社区防疫做些实事。”社区值守
人员告诉记者。

据了解，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
以来，绿岛家园社区设立24小时
疫情防控值守点，为每位进入社区
的人员进行体温测量，访客登记
等。成立跑腿小分队，为居家观察
人员提供代买蔬菜及生活用品。截
至目前，共发动党员、在职党员、志
愿者282人，机关下沉干部24人。

绿岛家园社区党委书记李平
说：“最美逆行者的事迹振奋人心，
社区作为基层防控的一线阵地，更
要持续努力。接下来，我们还会在
加强日常的防控的基础上，进一步
强化返京人员的信息摸排登记，确
保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到位，以坚定
的信心和决心打赢这场疫情防控
阻击战。”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近日，
龙泉镇各村居在落实好疫情防控
大局的同时，坚决服务好疫情防控
的每一个环节，为辖区内的独居老
年人送上贴心的温暖。

住在中门寺南坡二区社区的
王秀福，今年69岁，平日里因为眼
睛不好很少出门，疫情期间，老人
的基本生活无法正常保障。

社区干部考虑到老人买菜不
便，隔几天就会到附近的菜站，自
掏腰包采购一些新鲜蔬菜，给老人
送上门。“阿姨，这是我们刚给您买
的菜，您记得吃，有啥事您不用出
门，告诉我就行。”中门寺南坡二区
社区主任吕雪松亲切的叮嘱老人。

每次上门，社区工作人员除了

送菜、送消毒液，还会给老人打扫
房间卫生，为她解决实际困难。王
秀福老人告诉记者：“他们特别好，
帮了我不少忙，我特别感谢他们！”

“其实这些没什么，都是我们应该
做的，及时了解他们的需求，缓解
老人的买菜难问题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尽我们的所能让老人在疫情
期间空巢不‘空心’。”龙泉镇中门
寺南坡二区社区主任吕雪松说。

疫情期间，像这样扛起照顾老
人担子的村居在龙泉镇有很多，社
区干部、志愿者在坚守工作岗位、
完成日常防控工作的同时，挤出时
间奔波在辖区内，切实为特殊困难群
众解决了很多困难。目前，该镇230
户独居老人，都得到了妥善照顾。

本报讯（记者 杨铮）食品安全
一直是百姓最为关注的话题，疫情
防控期间，我区多家餐饮企业积极
落实各项疫情防控工作，通过消
毒、分餐和无接触外卖取餐等多种
方式，保障食品、菜品及工作人员
的安全，用实际行动服务周边群
众，助力疫情防控。

疫情防控期间，眉州东坡熙旺
店增设了无接触外卖工作流程，对
分餐和取餐进行了严格划分，操作
人员需先在门口地毯处进行鞋底
消毒，再更换工作服、进行手部消
毒，佩戴帽子、口罩和手套，完成所
有清洁程序后，才能为外卖食客进

行配餐。
配餐好的外卖将统一放置在

大门外的无接触外卖保温柜中，既
保证了取餐环节的卫生，又方便了
送餐人员尽快送达。

同时，为有效降低交叉感染的
风险，店内还开通了线上销售蔬菜
方式，由工作人员免费为附近居民
进行配送，为地区百姓提供了更多
便捷。

目前，店内在岗职工全部为未
离京人员，所有员工每日需进行体
温检测。后厨按照公司标准和要
求，每日进行两次消毒和清洁，确
保食品加工的安全。

近日，大台街道天岳恒物业公司在日常巡查
中发现辖区供水主管道多处断裂，随后与该街道
取得联系，需紧急关闸停水进行抢修，届时将影

响桃园、双红、大
台等多个社区，
约 3400 余户居
民用水。

大台街道立
刻启动应急预
案，通过微信公
众号、社区广播
和社区微信群等
方式广而告之，
提示居民合理储
备用水，同时为
停水区域进行临
时供水。与此同
时，物业公司维

修人员紧急抢险，对3个水管断裂处进行抢修，经
过近24小时的连续奋战，恢复了8个社区的正常
供水，保障了百姓日常生活秩序。

东辛房街道北涧沟社区现有居
民近1300户，4100余人，周边都是
拆迁区域，原本买菜购物就非常不
便，疫情发生后，为了响应号召，社
区居民大多选择网上购物方式采购
蔬菜及生活用品。但随着疫情防控
措施的加强，快递人员无法进入，社
区暂时也没有快递柜，存取快递成
了一大难题。

为方便百姓购物，最大限度地
避免人群集中、减少居民外出购物，

确保群众安全，北涧沟社区主动协
调物美超市，引入“多点”社区抗疫
提货站。社区居民通过手机APP下
单，选购商品后，超市工作人员集中
分拣，第一时间送至提货站，由超市
专员负责对物品进行消毒，对提货
者进行手机验证。同时，对于其他
网购快递，社区也暂时提供了存放
处，并正与相关单位沟通协调安装

快递柜事宜。为了方便居民提取货
物，社区专门购置了4辆小拉车，供
居民使用。

提货站的设立通过居民手机下
单，提货站自提，全程无接触，同时整
合了社区便民资源，实行规范化管
理，实现社区居民全覆盖，极大的方
便了社区百姓，有效避免了人群集中
问题，获得社区百姓的一致称赞。

居民提取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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