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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民生

东山村购入碎枝机整治人居环境

垃圾积存破坏环境
“接诉即办”立即清理

清理前

▲ 清理后

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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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理后

潭柘寺镇“最美抗疫家庭”小家凝聚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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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蔡彬）近日，潭
柘寺镇党委政府向东村医护人员
王兆嘉一家授予“潭柘最美抗疫家
庭”荣誉称号,向王兆嘉送去了鲜
花和慰问品，并将她在武汉支援期
间的工作照制作成精美的纪念相册
送给她。

1月27日，作为国家中医医疗
队第二批支援力量中的一员，王兆
嘉迎着晨曦向疫情的核心区武汉飞
去。从知道驰援的消息，她第一时
间就和家人商量赴一线支援的事
情，父母、爱人心存顾虑，也试图劝
说过，但是王兆嘉态度十分坚决，她
说：“非典的时候我是被保护的那一
个，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医护人员，
这次我一定要去武汉！这一次换我
来保护大家。”为了践行医者的那份
誓言，坚守心底的那份信念，王兆嘉
毅然请愿支援武汉。很快，第二批
支援武汉力量开始集结，临行前千
叮咛万嘱咐，安排家中事务，总怕说
的还不够，但是在问起归期的时候，
却是低头不语，再抬头时，眼中全是
坚定，归来时，必定击退疫情，胜利

凯旋。
王兆嘉到达武汉市援助的医院

时，一时之间有些不知所措，不同于
以往的临床护理，隔离病房中的护
理工作非常琐碎，不仅要完成常规

的治疗和护理，还要承包护工、保洁
员、配餐员、后勤保障工作，这些都
不算什么，防护服浸湿也能承受，脸
上的勒痕可以忽略不计，最难的还
是要在护目镜雾气遮挡，视线模糊

的状态下进行输液、抽血，还要保证
绝对的安全，这无疑是挑战。在做
好护理的同时，还要为患者舒缓情
绪，加油打气，传递正能量。当听到
一声声“谢谢”，看到竖起的大拇指，
就是最大的满足，也是对义无反顾
选择逆行最好的诠释。

知道女儿选择驰援武汉的选择
后，父亲王悦和母亲王春红纵使有
太多的担心和不舍，最终也是全力
支持。“支援武汉，医护人员本就义
不容辞，我们绝不拖后腿！”父亲王
悦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平日
里积极主动参加社区的防控值守。
作为护林员，每天都按时到岗巡查，
守护村庄安全。母亲王春红是区民
政局工作人员，现在退休在家，在女
儿驰援武汉后，默默地在后方给她
撑起了“一片天”，她总是说：“你有
你的战场，你的责任，你全力出征，
剩下的交给我，我来做你的后盾”。
在照顾好家人的生活之外，主动参
与疫情防疫值守，积极献爱心捐款，
用实际行动印证了“你选择逆行，我
们便与你并肩作战”承诺。

本报讯（通讯员 任海濛）为深入挖掘我区
“六大文化”，保留记录疫情期间的“感动瞬间”，4
月15日，区文联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同时，组织摄
影家小分队8人，深入潭柘寺镇开展抗疫主题采
风创作活动。

活动中，艺术家们走进潭柘寺镇定向安置房
项目二期1标段和二号街区路网工程的两个工
地，对工地的工人进场、工地防疫、工地场所管
理、工人现场作业等进行了拍摄。为确保潭柘寺镇
居民早日喜迁新居，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有条不
紊的忙碌着。

为真实记录基层疫情防疫工作，艺术家们深
入到潭柘寺镇鲁家滩村、赵家台村、草甸水村，对
村内体温测量、人员登记、车辆检查等防控工作
进行现场拍摄。还深入田间地头，拍摄了赵家台
老村果园内工人剪枝、打药、翻地的场景。该村
有果园800多亩，园内种植矮化苹果、猕猴桃、山
楂等果树18000余棵，目前都进入开花期，长势
良好。

活动期间，区文联还向采风的三个村分别赠
送了《百花山》抗疫主题期刊，《诗意门头沟》等文
化图书150余本，丰富了疫情期间村民们的精神
文化生活。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近日，家住军庄镇灰
峪新村小区的市民反映，有一只猴子在小区内
上蹿下跳，时常拿吃不完的食物砸楼下的汽车，
还经常钻到居民家里搞恶作剧或者找东西吃。
希望相关部门进行抓捕，避免出现伤人事件。

军庄镇接诉后，镇领导高度重视，立刻安排
工作人员前往核查，经了解，社区周边的树木较
低，不是猴子理想的栖息地，可能是人工饲养，从
家中逃脱至此。社区工作人员通过社区大喇叭
号召村民不要投喂食物，不要追逐恐吓，避免伤
及猴子。这只猴子也极其狡猾，机警地躲过了林
业部门的两次抓捕。

4月13日，该镇林业站工作人员联系属地派
出所、林业公安、北京野生动物保护站及北京市
动物园等部门，进行第三次抓捕。工作人员使用
气吹针将小猴麻醉后，将其装入笼中，经过近3
个小时努力，这只小猴终于被抓捕。 随后，猴子
被带回了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

经过检查，这只猴子是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猕猴。据初步判断，猴子的年龄在四五岁，
为雄性。工作人员表示，这只猕猴已经无法
野外放生了，只能等待合适时机，由其他动物
园来收养。

本报讯（记者 高晴）近日，军
庄镇东山村购入了碎枝机，一根根
被修剪下来的树枝经碎枝机碾压
后，变成丝絮状的木屑，从出料口
喷出，被碾压后的碎末将会进行发
酵堆肥处理。

原来，修剪下来的枝叶由于难
拖运、难压缩，往往采取就地填埋、
送垃圾场等办法处理，这样就使得
人力物力消耗大，运输成本高，也
造成环境不整洁。

经过碎枝机处理后，过去让人
头疼的绿化垃圾变成了有机肥，肥

料再施用于园林绿化建设和养护
管理当中，促成了自然资源的循环
利用。这一有力举措不但减少了
绿化垃圾的排放，还有利于人居环
境整治，真正实现了变废为宝。

碎枝机的投入使用只是东山
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一个小小缩影，
尽管在疫情期间也没有放松。该
村加大宣传提高村民意识，每日定
期打扫保持村中整洁，提前垃圾分
类减少环境污染。 经过这种种举
措，村子正在向更美更好更绿色的
方向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梁盼）为进一

步恢复、巩固“创城”成果，营造文明、

整洁、有序的生活环境，近日，龙泉镇

峪新社区集中开展环境整治活动。

峪新社区联合物业对管片坡头

新村的环境卫生进行集中整治，清

理了乱堆乱放杂物及垃圾死角，消

除了安全隐患。此次背街小巷环境

整治既消灭了病菌滋生土壤，有益

于防疫工作，又为“创城”工作的开

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此外，峪新社区还对社区内公

共区域、卫生死角开展集中整治，对

居民楼楼前楼后、楼内逐楼逐层进

行了检查及清理，共清理乱堆乱放

杂物5车，垃圾死角4处，美化了社

区环境，维护了安全、整洁的社区秩

序，提升了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市民反映军庄镇老政府街存在
乱堆乱放、开荒种菜情况，周边环境
脏乱，希望相关单位进行整治。

军庄镇根据市民反映的情况，
结合“疏整促”专项行动，对老政府
街脏乱情况进行了集中治理。据了

解，军庄村老政府街，地处军庄村与
军灰路交界处，处于“三不管地带”，
周边村民在此私搭乱建、开荒种地、
随意堆放废物废料，群众对此怨声
载道。

为了规范该地区管理，军庄镇

联合军庄村委会进行实地考
察。经多次实地考察调研及征
求附近村民的意见建议，对此地
进行全面升级改造。通过对村
民进行走访，进行宣传教育，将
私自搭建的棚子、架子等予以拆
除，开荒区域进行退耕，废旧家具
进行清理，共计整治清理区域3000
余平方米，清理废物近50吨。
目前，已完成步道铺设工作，规

划停车位近百个，下一步，将对此区
域进行绿化，加装健身设施，为周边
村民提供一处休闲纳凉场所，同时
缓解停车难题。

市民反映，斋堂镇柏峪村正在进行搬迁改造，
受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影响导致垃圾无处消纳，造
成大量堆积，春季风沙天气造成村内环境脏乱，希
望尽快清理。

斋堂镇接诉后，该镇包村科室立即联系包村
干部及村干部进行实地走访。经查，市民反映位
置为垃圾转运指定场所，由于疫情影响，垃圾未能
及时转运，现场堆积了大量建筑垃圾及生活垃圾，
村委会组织人员及机械车辆进行清运。两天时间

共清理了各类垃圾近4吨，并对该区域进行了消
杀及降尘处理。同时，将加大巡查力度，确保垃圾
及时转运。市民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下一步，斋堂镇将围绕决战全国文明城区提
名百日冲刺行动，建立健全农村地区环境卫生“教
育引导常态化、清扫保洁常态化、集中整治常态
化、巡查监管常态化”的工作机制，迅速补短板、抓
整改，群策群力打赢打好百日冲刺攻坚战，努力交
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峪新社区开展环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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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屈媛）为打造河畅湖清岸绿景美

的生态河湖环境，今年以来，区水务局多措并举，大力

推进城市河湖周边的绿化美化和景观提升工作。

记者在门城湖景区看到，园林工人们正在进行

补植增绿工作，对景区台阶的两旁栽种牵牛花和三色

堇时令花卉，松土、挖坑、插苗，大家分工明确，现场一

片繁忙景象。

门城湖景区负责人梁迎超说：“我们对主景区栽

植了十万余株的时令花卉，栽植完成后，将对所有时

令花卉进行一次全面灌溉，保证他们的存活率。”

与此同时，工作人员还对景区内绿植进行养护

管理工作，针对不同种类的病虫害，采取叶面喷药、埋

设内吸性药物、树干涂药、树干注射等方式进行病虫

害防治。

“下一步，我们还将针对景区内约550平方米的

大花萱草进行更换，对景区内所有绿植进行一次追

肥，全力做好景区内绿化养护工作。”梁迎超说。

本报讯（记者 杨铮）这两天，
很多在国外的留学生陆续收到区
红十字会邮寄的“防疫爱心包”，他
们在网络上晒出了祖国送达的关
爱，并通过视频向祖国和家乡人民
表示感谢。

北京时间 4月 14日 6时，在
美国留学的陶云帆同学，收到了
区红十字会邮寄的“防疫爱心
包”，她激动的打开包裹，看到包
裹内装有口罩、手套等在当地很
稀缺的防疫物资后，第一时间在
社交网络上分享了这份来自祖国
和家乡人民“从天而降”的关爱。

4月15日，区红十字会的工作
人员通过手机网络视频连线了陶
云帆同学，在核实完包裹物品有无
丢失后，工作人员叮嘱她，在国外
一定要做好自身防护，祖国和家乡

人民永远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
陶云帆在手机视频采访中

说：“箱子上写着大大的‘爱心包’
三个字，我收到之后就感觉特别
温暖。在这个特殊时期，身处异
国他乡，祖国和家乡人民的牵挂，
给了我勇气和力量，无论何时，不
管我在何处，心里都特别踏实。”

截至目前，我区已有70位海
外侨胞收到“防疫爱心包”，地区覆
盖美国、日本、加拿大和新加坡等
多个国家。

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张炼说：
“接下来，工作人员将追踪每个寄
出的包裹，尽全力确保爱心包可以
送达到每个人的手中。同时，我们
也利用网络电话和视频的方式，跟
家乡的海外侨胞们保持联络，帮助
他们抗击疫情。”

“防疫爱心包”漂洋过海送达
国外留学生深感家乡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