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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志愿者千余件原创作品传递抗疫正能量
本报讯（记者 屈媛）为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区文旅局通过公众号
“文化京西”开设抗疫原创专场，自
2月6日至5月11日，共征集作品
1000余件，经过筛选共发表抗疫
原创专场推文90期，包含各类文
艺作品800余件，全渠道在线浏览
量累计达10万余次。

2020年春节以来，新冠肺炎疫
情牵动着所有国人的心。在无情
的疫情面前，无数逆行者挺身而
出，守护着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危。
在举国抗击疫情的形势下，区文旅
局积极响应，迅速发声，号召我区
的文化志愿者积极投身到抗击疫
情为主题的创作中，在特殊时期用
特殊的形式，凝聚我区文艺正能
量，为抗击疫情加油。

我区的文化志愿者来自全区各
个街镇，有退休的老人、有在职的员
工，也有天真可爱的孩子们，他们通
过文字、绘画、视频、声音……传播
我区的文化正能量，致敬每一位抗
疫前线的战士们。

3 个多月的时间里，优秀战
“疫”主题文艺作品源源不断，通过
云上宣传的方式进行展示，在文化
京西、门头沟文化云等多个平台进
行发布，京西门头沟、门头沟融媒

等区级媒体进行转发。其中，由区
文化志愿者制作的抗击疫情舞蹈
微视频《2020 我们在一起》入选
了《学习强国》。

京 西 太 平 鼓 是 国 家 级“ 非
遗”，区文化馆邀请我区美术老
师和相关从业人员将一幅幅抗疫
作品呈现在太平鼓上，形成《战疫
情·祈太平》系列主题作品。一面

面太平鼓不仅代表着我区人民祈
求平安的心声，更代表着我们战胜
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决心。用
这种独特的方式致敬防疫英雄，赞
颂全社会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
击疫情的决心。

除了太平鼓，我区群众通过制
作北京毛猴生动地展现了坚守岗
位的“门头沟热心人”。通过门头

沟区级非遗三皇炮捶武医技艺制
作的预防新型冠状病毒《三皇炮捶
内养功》教学视频，增强体质，预防
新冠肺炎。

《怎能没有你》《还好有你在》
《破晓》《天使今朝凯旋归》《谢谢
你》等一首首原创歌曲或激昂、或
抒情，我区人民用爱发声，以心为
音，用战“疫”歌曲传递爱与力量，
用最真挚、饱满的情感，向所有的
抗疫工作者致敬。

评剧、京剧、京东大鼓、竖板、
黄梅……携戏曲美妙之韵，将“门
头沟温度”传递给更多人，通过原
创的抗击疫情文艺作品，增强凝
聚力，韵味悠长、鼓舞人心，传播文
化正能量，为这场生命之战加油
助力。

我区的诗歌爱好者们，用文字
的力量，记录这个时代伟大的形象，
用诗词与散文描绘出奋战在抗击疫
情一线的战“疫”逆行者，用深情地
朗诵凝聚起万众一心战胜疫情的强
大力量。

此外，文化志愿者们以笔墨书
画的形式，宣传各条战线防控抗击
疫情的感人事迹，为抗击疫情鼓舞
士气，凝聚人们坚定必胜的信念，
传递人间的温暖和大爱。

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节水宣传再创新
在线讲堂进社区

集贸市场恢复营业
方便百姓生产生活

▲ 垃圾分类现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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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废弃线杆
让市民出行无忧

本报讯（记者 杨爽）作为大
峪街道首个垃圾分类积分试点，
月季园东里社区从今年初开始，
实行厨余垃圾分类投放的“双积
分”制度。5月14日，该社区居委会
在第三方公司的协助下，开展了第
一次积分兑换礼品活动。

上午九点半，60 多名居民陆
续来到社区小广场，在工作人员
的指导下，认真比对自己的积分
和可兑换的生活用品。居民们
自觉排成两队，向工作人员展示
每人专属的二维码。工作人员
通过扫码获取积分信息后，将对
应的购物袋、卫生纸、食盐、肥
皂等奖品发放给居民。

据了解，月季园东里社区共
有 700 余户居民，“双积分”二维
码在社区的覆盖率达到 90%以
上。在每天投放垃圾的两个固
定时间段内，社区居民只要将分
好的厨余垃圾交给垃圾分类引
导 员 ，再 完 成 称 重 、扫 码 等 步
骤，便可获得每天最高 6 分的积
分。

为进一步做好垃圾分类工作，
月季园东里社区积极发挥党建引
领作用，通过发放宣传材料和绘制
主题板报等方式强化宣传，提高社
区居民的参与度，为垃圾分类工作
的深入开展营造良好氛围。

本报讯（通讯员 葛小欢）“我们
社区有73名党员，自从推出党建微
信群之后，支部开展学习和活动到
会党员人数越来越多，出勤率也越
来越高，大家的黏性度增加了。”近
日，大台街道大台社区党总支书记
马爱兰说。

为加强党员经常性教育，自
2019年以来，大台社区党总支依托

“互联网＋”，通过建立党员微信工
作群，打造内容丰富、覆盖全面的

“党建云课堂”，每周向党员推送国

家最新政策、社区近期活动安排、
讲座通知、精品文章等内容。自
微信工作群开展以来，已经累计
发布党建词条200余条，开展网络
云党课6次，推动了党员教育由传
统向现代递进，由静态向动态提升，
提升了党员教育的数字化、信息化
水平。

“党建云课堂”设有“每周一学”
“每月一课”等版块，推动的学习内
容配以文字、图片、音视频、动画，可
读性可视性强，极大增强了党员主

动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为规范
“党建云课堂”推送内容，大台社区
还制定了完备的信息发布机制，严
格把好信息“采、编、审、发”各环节，
确保信息发布的权威性、时效性、准
确性和严肃性。

大台社区党员年龄较大，不熟
悉智能手机使用，社区“两委”工作
人员就手把手教党员们入群、关注、
学习，实现手机用户党员应入尽入、
应学尽学。马爱兰笑着说：“有些老
党员没有智能手机，听说有‘党建云

课堂’之后，还特意去买了新手机让
我们帮忙安装呢。”

今年以来，“党建云课堂”有
效解决了因疫情形势造成的线下
学习不便的问题，实现了党员学
习教育不断线、不断档。大台社
区党员们纷纷表示，有了这样的
课堂，就像是有了“千里眼”，疫情
期间党员们不用到社区，借助手
机就能学到党的政策和党建知
识，了解社区党务工作动态，真是
既方便又快捷。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为进一
步提升我区城市环境面貌，为市民
营造安全的出行环境，近日，区城
管委组织施工力量，集中对我区无
法确定产权的线杆进行拆除。

记者在石门营七区的外侧步
道看到，工作人员在保障施工安全
的前提下，用铁链将电线杆固定好
后，再用吊车将电线杆拔出。在多
名施工人员的配合下，电线杆被稳
稳地放倒在大型运输车上，运送到
专门的存放地点。

拆除完成后，工人还会对现场
进行清理，并将路面填平夯实，消
除安全隐患，恢复路面平整。为保

障施工安全，工作人员还在工程车
周围立警示桶，并安排专人对道路
进行疏导，确保道路畅通。

区城管委工作人员宋浩说：
“我们前期对门城地区无法确定产
权的线杆进行了排查，目前发现社
区周边步道废弃线杆儿较多，提醒
市民外出时注意安全。下一步我们
将对无法确定产权的线杆进行持续
治理，提升我区城市环境面貌，为市
民营造一个安全的出行环境。”

截至目前，区城管委排查出门
城地区无法确定产权的水泥、木质
线杆共有224根，截至5月18日，已
拔除145根。

本报讯（记者 杨铮）为有效开
展我区节约用水宣传周工作，近
日，区水务局携手北京建筑大学联
合举办“节水大讲堂”活动，用线上
讲座的方式带领居民学习领略水
文化和节水知识。

老师从水环境、水资源和节水
窍门等方面直观展示了水资源严
重短缺的现状，让大家在课堂中提
高了惜水、护水和节水的意识。妙
趣横生的讲座内容，吸引了300多
名居民在线收看。

参加学习的居民说：“这次线
上讲座内容非常丰富，而且特别有

意义，这次同自己家里的晚辈一起
学习，感觉特别好，从小培养了孩
子们的环保和节水的意识。”

据了解，2019年我区顺利通
过了节水型区创建的验收工作，并
以新桥西区社区为首个节水示范
社区，开展节水小公园、节水楼道
文化墙等节水载体创建工作。

区节约用水事务中心工作人
员靳松说：“下一步，我们将利用
节水宣传周，对特殊行业、园林绿
地和施工工地用水进行联合执法
检查，加大浪费水资源的行为处
罚力度。”

斋堂镇西斋堂村村居民反映，因新冠肺炎
疫情原因西斋堂村设立的临时集贸市场一直处
于关闭状态，导致购物不便，现在北京疫情防控
应急响应级别降为二级，建议集贸市场恢复正
常营业。

据了解，斋堂镇为规范生产经营秩序，防止
因违规经营造成的占道经营、无照游商及环境
脏乱等问题，自2016年开始，在西斋堂村设立
了临时集贸市场，多年来此市场已成为深山区居
民销售、采购商品的重要集散地，成为了周边居
民生活的一部分。自2020年春节期间开始，由
于疫情防控工作需要，西斋堂临时集贸市场关闭
长达3个月，客观上对辖区群众、商户经营者造成
了不便，如今随着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明显好转，
群众对市场恢复营业的呼声和诉求越来越迫切，
经斋堂镇党委、政府研究决定，自5月2日开始，

西斋堂村临时集贸市场有序恢复开放。
为确保临时市场有序开放，严防市场人员

聚集产生感染风险，斋堂镇主要采取如下措施：
一是严格测温登记。市场入口处设置专门的测
温登记处，安排专职工作人员对进入市场的人
员逐一进行测温登记，劝返未按规定佩戴口罩的
人员，做好不扎堆聚集、不密切接触等个人防护
提示。二是有序调控人流。临时市场分设出入
口，限定上限人数，管理人员根据市场内人员数
量有序安排人员进出，合理调控人流，防止交叉
感染风险。三是强化巡查检查。建立由城管分
队、文教卫生、食药、环境、安全等部门工作人员
组成的联合检查组，每天对市场经营情况进行
巡视检查，督促市场管理员、商户经营者严格落
实清洁、消毒等防疫措施，严禁在市场内销售、
宰杀活禽及野生动物，确保市场环境整洁。

大台街道多位市民致电 12345
市民热线，建议社区开展垃圾分类
知识培训，深入了解分类规则。

大台街道接诉后，经过研讨，决
定在全域开展多种形式的垃圾分类
培训宣传活动，进一步推进垃圾分
类工作。

大台街道在大台礼堂组织辖区

各单位负责人、各社区“两委一站”
人员、保洁员、志愿者等按照一米安
全距离分散就座，对 200 余人进行
垃圾分类知识的强化培训。

此外，社区干部利用微信群，为
居民录制“垃圾分类小课堂”视频，
为社区居民进行讲解说明，在社
区发放宣传材料，安排志愿者在分

类垃圾桶旁现场指导居民清倒垃
圾。同时，结合辖区老年人较多的
实际情况，为老年人开展入户宣传
指导工作。

通过一系列宣传活动，居民对垃圾
分类的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流程更
加清楚明白。反映人对处理结果表示
满意。

垃圾分类好处多
积分兑换得实惠

大台社区党总支打造“党建云课堂”

栗园庄樱桃进入采摘期

本报讯（记者 马燊）今年同期

气温比往年略高，农作物成熟的时

间也有所提前。这几天，永定镇栗

园庄樱桃园里已经红彤彤一片，早

大果、红灯等早熟品种的樱桃已经

成熟，成串的挂满了枝头。

栗园庄樱桃园里现有樱桃50多

个品种，覆盖了早、中、晚三期，年产

可达十几万斤，素以肉厚汁多驰名。

这里的樱桃均为不打药的纯

绿色产品，从现在起一直到 6 月

底，各种品种的樱桃将依次成熟，

在此期间，市民都可以到园内观光

采摘。

栗园庄樱桃园紧邻 108国道，

交通十分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