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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奉献 争第一

归来的宇航

退役武警再战社区退役武警再战社区““疫疫””线线
——记区新联会常务理事李爱民

在我区活跃着一支志愿者服务队，一年365天，他们
不畏严寒酷暑、风吹雨打奔走在大街小巷和广场社区
中。他们犹如一颗颗繁星，哪里黑暗就照亮哪里；又如一
颗颗螺丝钉，哪里需要就钉到哪里……他们就是爱民应
急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们，今天我们要认识的是服务队的
带头人李爱民。

李爱民，区新联会常务理事，爱民应急志愿服务队总
干事。作为一名退役老兵，他继承了军人的优良作风。
退役不褪色，他凭借着天生的“热心肠”成立了爱民应急
志愿服务队，立志服务一方百姓。疫情防控伊始，李爱民
果断调整服务队重点工作任务，将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巡
逻值守调整为社区疫情防控值守。他迅速召集50多名
骨干志愿者，组建4支小分队，分别在石门营、龙泉务、石
龙科技园区及五里坨开展志愿值守，筑牢社区抗疫防
线。据不完全统计，仅疫情发生以来，服务队55名队员
累计参加社区防控值守达3758小时。在值守过程中，他
了解到有居民买菜困难，便自掏腰包采购芹菜、豆角等新
鲜蔬菜200余斤，捐赠给了石门营七区的15户困难家
庭。李爱民待队友如亲人，时刻牵挂他们的安危。为保
障队友自身安全，他四处奔波为大家采购口罩1000余
只。每天他不顾自身病痛，都要到各分队转一转，及时送
上雨伞、食品等。在大风、雨雪天气，他总是一一提醒队
员们注意防寒保暖。在元宵节，精心为队友送上礼品，送
去队委会的关怀和问候。

李爱民大善大爱的忘我精神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他在平凡的岗位中展现着自身价值,彰显着军人的本色。

中共门头沟区委统战部/提供
战“疫”有我·统一战线的抗疫故事

本报讯（记者 陈凯）永定镇
按照“创城”工作要求，大力开展
裸露地面排查整治行动，并对辖
区内的裸露土地进行绿化美化，
种植花卉树木，进一步提升地区
人居生活环境。

在迎晖南苑社区北侧的空
地上，成片的二月兰肆意盛开，
空气中弥漫着花香。一阵微风
拂过，紫白相间的花朵随风律
动，站在高处往下看，犹如一片
花的海洋，让人心旷神怡。路过
的市民忍不住深入其间，驻足休
憩，在花海里拍照留影，感受浓
浓的春意

裸露空地变花海 植绿复绿显成效

本报讯（记者 陈凯）由于苹
果园地铁站封站，为了方便市民
出行，我区多条公交车站进行了
调整，记者从区交通局了解到，
为配合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施
工和地铁苹果园站改造工程，北
京公交集团对涉及我区的5条快
速直达专线进行了线路调整。

这次调整的5条快速直达专
线分别为快速直达专线31路、
67路、89路、142路、150路。其
中，快速直达专线31路更改线路
为杨坨至金安桥东，67路更改线

路为滨河小区至金安桥东，89
路更改线路为中门寺生态园至
金安桥东，142路更改线路为龙
山街至金安桥东，150路更改线
路为龙门西街南口至金安桥东。

区交通局还积极与公交企
业对接，同时密切关注370路、
336路、929路等其他途径地铁
苹果园站的常规公交线路，结
合运力采取加车、增发区间等
应急措施，保持运营线路不变，
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的公交运
营环境。

我区调整公交线路
优化出行环境

军庄镇开展卫生大扫除活动
全力提升村居环境面貌

本报讯（记者 何依锋）近日，
军庄镇东杨坨村以“打造不乱扔
垃圾的家园”为主题，开展卫生
大扫除和消杀活动。

在东杨坨村内，到处一片忙
碌的工作景象。10多名村民统
一服装、戴着口罩，分工明确、相
互协作。他们认真清理街道上、
沟道里的枯枝落叶、废纸、塑料
袋，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记者了解到，像这种卫生清

扫活动在东杨坨村已经成为一
种常态工作。每天村里都有固
定的人打扫，党员带头、村民参
与，3到5人组成一个小组，三个
小组各自负责一片区域，确保每
个重点区域都能清扫到位。

现在，保护生态环境，建
设美丽家园正逐渐成为东杨坨
村全村人的共识。在大家的共
同努力下，村容村貌已经焕然
一新。

妙峰山镇陈家庄村
积极创造复工复产条件

本报讯（记者 陈凯）妙峰山
镇陈家庄村在做好疫情防控的
基础上，积极创造复工复产条
件，充分运用村内蚯蚓养殖基
地，为居家待业的部分村民提
供就业岗位，解决他们的生活
困难。

村民陈金豹是北京金建出
租汽车有限公司的一名“的
哥”。因为疫情，公司暂停了运
营业务，陈金豹只能在家待业，
没活干，零收入，再加上生活中
的各种开销，让他十分焦心。当
听说村里的蚯蚓养殖基地招人
时，陈金豹欣喜万分，有了这份
工作，家里的困难就能缓解。

“特别感谢村‘两委’给我们
出租车司机提供就业岗位，解决
了我们的燃眉之急，疫情期间，
出不了车对我们来说影响太大
了，现在有了这份工作，家里的

生活就有了保障。”村民陈金豹
告诉记者。

据了解，像陈金豹这样的出
租车司机，在陈家庄村一共有三
十多名。为此，村委会多次进行
专题研究，最终决定结合村内低
收入帮扶、环境整治、基础设施
建设等工作，为在家待业的出租
车司机提供不同岗位工作，并给
予相应补贴。通过实施惠民举
措，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减少
村民外出务工的风险。

陈家庄村党支部书记陈小
年说：“现在，我们为这些出租车
司机每天提供补助，只要有意
向，在家待业的出租车司机都能
在村里找到工作，这个补助我们
也会一直持续，直到他们可以正
常恢复工作，我们再进行结算，
通过提供就业岗位，为他们解决
生活困难。”

“接诉即办”整治环境
解决困扰百姓难题

本报讯（记者 马燊）近日，大
峪街道接市民投诉，称月季园一
区一单元内有大量堆物，侵占了
公共空间，安全隐患极大。根据
投诉情况，大峪街道立即组织相
关工作人员到现场勘察情况，并
制定了清理方案。

记者在现场看到，凉席、鞋、
棉被、纸箱，各种杂物堆满了楼
道，仅留出了一人勉强通行的过
道。据工作人员介绍，已按照规
定与堆物居民进行了协商，但其
仍坚持不清理堆物，为了居民安
全和整体环境，只能依法进行强
制执行。

由于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工作人员先对楼道进行了整体
消毒，随后，分批分次对堆物进

行了清理。清理出的堆物，堆满
了整整一卡车。

大峪街道城管办负责人楚
德森说：“楼道堆物堆料严重影
响了社区居民的居住环境，容易
滋生蚊虫鼠蚁，同时也有严重的
火灾隐患，我们按规定对这种现
象进行了清理，还百姓一个舒适
安全的生活环境。”

据了解，今年一季度，大峪
街道共接12345热线派单1733
件，响应率为 100%，解决率
79.37%，满意率83.6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
环境整治力度，细致摸排各社区
情况，结合‘创城’和防疫工作，
打造干净整洁、安全有序的城市
环境。”楚德森说。

本报讯（记者 马燊）在武汉抗疫
一线奋战的北京医疗队已经返京，
刘宇航作为其中的一员，在休养后
也回到了家中。近日，本报记者对
刘宇航进行了专访，详细了解她在
武汉抗疫一线的情况。

上午 10 点半，记者见到了刘
宇航，褪去了厚重的防护服，25岁
的刘宇航显得活力四射又自信飞
扬，聊起在武汉的经历，她明亮的
眼睛里又透出一丝与年龄不符的
肃穆。

“去之前也挺忐忑的，也没有经
历过这样的事情。当初报名没有告
诉父母，就是觉得作为护士这个职
业应该这样去做。”刘宇航说，“从
武汉下飞机、坐车去医院的路上最
紧张，对当地的情况也不是很了解，
到了医院下车后就不紧张了，现场
的情况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入了工作
状态。”

刘宇航的工作是护理病人，每

次轮到她的岗，都要穿起厚重的防
护服，闷热、憋气，再加上高强度的
工作，所有人都压力很大。刘宇航
告诉记者，“我们每个同事都特别认
真负责，也都真心的盼望着病人痊
愈，看到患者出院，是我们最高兴的
事情。”

当问到“在武汉记忆最深刻的
事情是什么？”时，刘宇航说：“我记
得有一位阿姨，岁数不小了，当时很
多患者已经出院了，就剩下她一
个。有一次我轮班，在给她做完日
常的检查后，看到她不吃饭、也不喝
水，满脸愁容，我就问‘阿姨，怎么
了？得吃点东西呀。’她说不想吃，
吃不下，我就一直陪着她，跟她说
话，让她坚定信心，最后她痊愈出院
时脸上那个开心的笑脸，是我一生
都难忘的。”

刘宇航的爸爸是一名公交司
机、妈妈是斋堂卫生院的大夫。疫
情期间，他们一家三人三地，爸爸开

公交，下班后才回家；妈妈一直在山
区参与防疫工作；她则奋战在武汉
抗疫一线。每次轮岗后的休息时
间，刘宇航都会和家人视频，聊聊有
趣的事儿，就是闭口不谈工作，一方
面倔强的不想叫苦，更多的是不想
让父母担心。

说到这个话题，刘宇航的爸爸
在旁边说：“说是不让我们担心，但
是能不担心么？儿行千里母担忧，
哪有父母不担心孩子的。每天晚
上，我就躺在床上等，什么时候她微
信给我报了平安，我才能睡。但是，
我们做父母的也都理解，这是国家
大事，自己的儿女能为国家做贡献，
这是职责，更是光荣，以前家里有个
抗击‘非典’的英雄，现在又多了个
抗击‘新冠’的英雄。”

“回京休整后，爸妈去接我，一
看见他们，我就哭了，嚎啕大哭。”刘
宇航接过了话茬儿，“本来之前跟他
们都约好了，说见面后三个人谁都

不许哭，可真一见到，我们谁都控制
不住，那种心情是激动、是思念、是
感激，挺复杂的。”

说到这里，刘宇航的眼眶有点
微微泛红，她的爸爸妈妈也是满脸
温暖的微笑。记者问他们，觉得刘
宇航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刘宇航的
爸爸笑着说：“闺女长大了，成熟了，
以前就像个孩子，什么事情都需要
我们给她决定、给她方向，这次一回
来，就觉得自己的女儿是大闺女了，
什么事儿都能自己干了，也开始给
我们提意见了。我们希望这次一
线，能成为她成长的基石，以后在工
作中做得更好。”

刘宇航也说：“没错，这次经历
给了我很大的改变，让我对自己的
工作思考的更多，认识的更深了。
以后我要更加努力的学习、更加努
力的工作，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帮助
更多的患者，为国家、为这个社会做
更多的贡献。”

据 了 解 ，这 处
花海原先是一片裸
露土地，平日如果
遇到大风天气，沙
尘漫天，对周边环
境 造 成 了 严 重 影
响。为此，永定镇
结 合 百 姓 生 活 需
求，对这一地块进
行复绿，同时安排
专人进行养护管理
工作，定期清理周

边垃圾杂物。截至
目前，已种植二月
兰40余亩。

永定镇创城办
张涛介绍：接下来，
永定镇还将对辖区
内的其他裸露土地
进行绿化美化，同
时加强绿化土地的
日常养护，为地区
百姓营造优美生活
环境。

这是国家大事，自己的儿女能为国家做贡献，这是职责，更是光荣，
以前家里有个抗击“非典”的英雄，现在又多了个抗击“新冠”的英雄。

大峪街道完善措施
有序恢复快递等从业人员进小区

本报讯（记者 何依锋）为满
足居民群众生活需求，大峪街道
各社区正在完善措施，有序推进
恢复快递人员进入小区。快递人
员做好登记备案后，进入小区时，
只需要出示出入证件和健康宝，
测量体温正常后就可进入小区，
实施“无接触”配送。

上午9点半，快递员高兴达
准时来到龙泉花园社区投送快
递，正在值守的志愿者对其进行
体温检测，然后登记身份信息、查
看健康宝，一切正常后，允许他驾
驶车辆进入小区。随后，高兴达
来到小区内，将分好的包裹放进
快递柜中，整个投送过程只用了

不到40分钟时间。
正在收取快递的社区居民也

表示，现在不用像以前那样，接到
电话就要着急下楼去取快递了，
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取件，非常
方便。希望能够放开更多需要进
入社区服务的项目，让我们的生
活更加便利。

据了解，为满足居民群众生
活需求，大峪街道在有效防控疫
情的同时，积极有序恢复快递、房
屋中介、家政人员等进小区。目
前，已有德露苑、向阳东里、丽湾
西园等12个社区允许快递人员
进入小区，其他小区也将陆续放
开，方便社区居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