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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的天使

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大树倾斜存隐患
修剪树枝保安全

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提供

道
路
坑
洼
出
行
不
便

村
民
参
与
共
同
处
置

妙峰山镇组织学生
手绘帆布包宣传垃圾分类

科技助力人口普查
绮霞苑社区启动试点登记工作

便捷型应急消防车开进深山村

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助力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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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杜潇羽 李超）
2020 年的春节对于很多人来说，
注定是不平凡的。对于有着10年
护理经验的区医院普胸外科代理
护士长宋丹丹来说，这个春节，令

她永生难忘。
接到医院的停休通知，

宋丹丹没有片刻耽搁，马上
与同事投入到了医院整合病
区的工作中。1 月 29 日，宋
丹丹所在的区医院成为收治
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
而身为代理护士长的她，毅
然决然地报名参与到了抗疫
工作中。“当时也没想那么
多，就觉得我自己是医护工
作者，这时候就应该挺身而
出。”宋丹丹说道。

2月 2日，宋丹丹正式投
入到了抗疫工作中。她所在
的区域是疑似病区，共有 11
间病房。在开始护理工作
后，她发现实际情况比自己
预想的更复杂、更困难。新

冠肺炎疫情之下，病区内的疑似
患者心里难免恐慌，很多人的情
绪都不稳定，状况百出。在疑似
病区内，患者发脾气、过度焦虑、
不配合医护人员的事情时有发

生。“他们的心理我都能理解，或多
或少都会有恐慌、焦虑，所以我们
也是一直很耐心地去帮助他们，定
期进行心理疏导。”宋丹丹说。

在疑似病区工作的宋丹丹，每
日负责病区内的消毒、清洁及病人
的护理工作，而因为穿着防护服不
方便上厕所，宋丹丹每次进入病区
前2小时便不再饮水。在疑似病
区内，宋丹丹经常需要扮演不同的
角色：有时是护士，有时是病人家
属，有时是心理疏导员。

令她印象深刻的就是自己曾
经在病区扮演过妈妈的角色。那
是宋丹丹所在病区第一次收治的
两名疑似患者，她们是两个小朋
友，大的14岁，小的才2岁。“因为
我也是一位母亲，所以看到两个
小朋友以后，我真的特别想好好
照顾她们，感觉她们就像自己的
孩子一样。”其中最让宋丹丹担心
的便是2岁的小朋友，由于年纪太
小，宋丹丹和她的同事24小时不
间断地轮流照顾，生怕孩子出现

什么意外。“有时候小朋友不吃药，
我就一点一点哄她，跟原来哄我闺
女吃药一样。”宋丹丹笑着说。

看着两个小女孩，宋丹丹经常
想起自己7岁的女儿。有一天晚
上，宋丹丹的丈夫给她发来消息，
说女儿最近心情不好。思念之情
一下涌上她的心头，下了班后，宋
丹丹急忙给女儿打去了电话。回
想起那次的通话，宋丹丹几度哽
咽：“我就问她最近好不好，然后
跟她说最近网上有好多小朋友自
己在家蒸小动物造型的包子，让
她也和奶奶一起蒸一些。她说我
不要蒸包子，我想蒸一锅妈妈。”
说到此处，宋丹丹不禁潸然泪下。

宋丹丹对于家人有着太多亏
欠，但正是她和像她一样千千万
万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冲锋队员，
才保证了大家的平安。“竭诚协助
医生之诊治，务谋病者之福利。”
这是每位护士在授帽仪式上宣誓
时的南丁格尔誓言，也是宋丹丹
和同事们永不忘却的初心。

本报讯（记者 高晴）近日，记者来
到我区唯一一家指定的再生资源回收
主体企业——北京龙欣顺达再生物资
利用有限公司，了解可回收垃圾压缩
转运的过程。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台压缩塑料
瓶的机器正在工作，机器轰轰作响，塑
料瓶顺着机器的传送带，进入压缩
机。工作人员在一旁负责查看机器的
运行情况，一边将散落的塑料瓶放到
传送带上。

近万个塑料瓶通过传送带送至挤
压机，挤压机将1万个塑料瓶，压缩成边
长为 1.3 米，重量达 1 吨的塑料立方
体。最后，这些被压缩的垃圾将送出
北京到达各终端厂家，得到有效利用，
实现“重生”。

据了解，该企业在我区有 20个收
购站点，日处理量达60吨，回收的废纸
板、塑料泡沫等可回收垃圾，都会在这
里进行初步分拣，进行压缩，压缩的目
的是减少体积，提高运输转运效率。

本报讯（记者 陈凯）近日，永定镇何各庄村持续加
大人居环境整治力度，利用辖区5000多平方米的空
地，实施了绿化美化工程，不断提升地区环境质量，全
力推进“创城百日冲刺”工作。

记者在永和新苑小区看到，工人们按照设计方
案，用小型挖掘机对裸露土地进行翻土，并铺设地砖，
为接下来的绿化工程打下基础。此外，村委会还购买
了月季花苗和上千株仿真花卉，在主要道路、空闲用
地上栽种，设置景观带，提升整体工程效果。

一位路过的村民告诉记者：“原来这里堆放着垃圾杂
物，整治以后，环境明显提高了。垃圾杂物不但没有了，而且
还种上了花草，带着孩子出来玩儿，晒晒太阳，心情特别
舒畅。”

为了落实好“创城百日冲刺”各项要求，永定镇以
何各庄村为试点，实施绿化美化工程，通过种植月季
花和仿真花卉、增设基础设施等方式，打造花园式小
区，提升人居环境。截至目前，共种植月季花 2350
株、仿真花2000株、黄杨800棵，总绿化面积3000平
方米。

何各庄村村委会工作人员孙保军说：“整体的绿
化工程将于今年底前完工，接下来，我们还会在空地
上建设绿色走廊、凉亭、休闲座椅等基础设施，不断满
足村民生活需求。”

本报讯（记者 高晴）近日，妙
峰山镇开展“爱妙峰山 创文明城”
之“文明你我他，垃圾分类靠大家”
作品手绘主题活动，让学生们通过
手绘帆布包的方式，主动宣传文明
行为，带头参与垃圾分类。

一大早，水峪嘴村的 30 余名
中小学生就来到村委会，大家首先
通过观看宣传片、知识竞答等方式
了解垃圾分类，提高环保意识。

孩子们了解垃圾分类的知识
后，就进入他们最喜欢的现场创作
环节了。大家纷纷拿起画笔，发挥
想象，将自己所理解的垃圾分类画
在帆布包上。

经过 1小时的努力，一个个充

满想象，充满童趣，充满绿色的帆
布包就画好了。每一个图案都是
孩子对于垃圾分类的理解，都承载
着大家对绿色家园的期望。

此次活动的负责人说：“孩子
们可以把刚刚学到的垃圾分类知
识运用到绘画中，寓教于乐，在玩
的过程中，就把垃圾分类的知识学
到了脑中、放到了心中，接下来我
们也会开展越来越多这样有意思
的活动，使垃圾分类的理念真正深
入到每一个人心中。”

据了解，妙峰山镇多个村采取
了不同的形式参与此次主题活动，
向身边的人发出“垃圾分类，我参
与，我奉献”的倡议。

本报讯（记者 杨爽）今年5月
至7月，北京市部分地区陆续开展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试点调查工
作。作为我区唯一的登记方式专
项试点，大峪街道绮霞苑社区于6
月1日正式启动调查登记工作。

一部单手可握的平板电脑，成
为本次绮霞苑社区普查登记工作
中的重要工具。通过使用智能设备，
社区普查员能够灵活采取入户登
记、自主填报、设站登记、电话采集
等方式，较为便捷地完成登记工作。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

阶段，针对入户拒访率高、设备系
统开发延后等突出问题，社区采取
选聘居民、挂牌上岗、广泛宣传等
措施，积极探索不同登记方式的适
用人群，为即将开展的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工作提供经验。

据了解，此次人口普查试点工
作的调查登记时间为6月1日到6
月10日。根据前期测算，绮霞苑
普查区总户数约1848户，总人口
约 3341 人，共有 14 名社区普查
员、3名居民志愿者和4名物业公
司普查员参与登记工作。

本报讯（记者 康金洁）近日，
斋堂镇为马栏村、东斋堂村等 6
个村购置了 6 辆便捷型应急消防
车，确保遇初期火灾时，能够“救
早灭小”“三分钟到场”。

便捷型应急消防车体积小，
易操作，动力强，节省路程时间，

可载水 2 吨多，能够开进各村道
路，利于山区开展扑火救火工作。

各村将选定车辆专用停放地
点，并做好驾驶和 水 枪 使 用 培
训，在发生火灾或突发情况时，
确保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开展救援
工作。

家住大台街道桃园社区东桃园平
房的市民反映，自家旁边有棵倾斜的
大树，树顶大量树枝枯死，担心树杈断
裂砸到房子，希望相关部门对树枝进
行修剪。

大台街道接诉后，平安建设办公
室会同桃园社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前
往现场核查，该树已有几十年树龄，除
一些新长出的枝条外，大部分为枯枝，
而且部分枝叶紧挨着电线，确实存在
安全隐患。桃园社区工作人员立刻组
织人员力量利用绳索将部分低矮枯枝
进行了清理，因树顶端枯枝清理存在
难度与危险，大台街道联系专业施工
人员，利用吊车、搭建脚手架，对高处
枯枝进行二次修剪，目前已全部清理
完毕。市民对大台街道的快速处置表
示满意。

大台街道坚持“红色门头沟”党建
引领，紧紧抓住“全市面积最大的街
道，全市唯一的矿区街道、山区街道、
林区街道”这一最实际、最根本的街
情，瞄准盯住“三率”，推动“接诉即办”
工作。排名从原来全市的206名，位
次逐步前移，2019年11月起连续三个
月位居全市前列，在最近的考核周期，

“响应率、解决率、满意率”均为100%，
实现了全市第1名的历史性突破。

近日，斋堂镇各村居、各生产
经营单位陆续复工复产，各项工
程建设持续推进。双石头村党支
部把握机遇，及时组织召开村民
会议征求群众意见，从群众反映
最强烈，清理整治最急需的热点
难点问题入手，推动美丽乡村建
设工作。

会上有村民反映，双石头村
街坊路做为进出爨柏景区的必经

之路，因年久失修加之大量旅游
车辆碾压，导致路面坑洼不平，严
重影响村民出行和景区旅游秩
序。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开展街
坊路硬化工程，彻底解决这一群
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双石头村党支部坚持党建引
领，通过广泛深入地宣传动员，发
动全村力量对街坊路进行硬化，
18名村民参与到改造工程当中，

既解决路面不平问题，又增加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村民收入。为了
确保村民及游客的正常通行，施
工过程实行单侧分批实施。经过
近20天的紧张施工，已改造道路
200余平方米，第一阶段已顺利
完工，目前并投入使用，整体工程
将于7月底前全部完工。届时，
村民出行及旅游秩序将得到显著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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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高佳帅）近日，区中
医医院针对慢性病、常见病的复诊患
者，提供在线复诊服务。在方便患者的
同时，能够减少人群聚集的情况，降低
交叉感染的风险。

如需线上复诊，患者只需在“北京
市门头沟区中医医院服务号”中按照流
程进行预约，待值班医师接收病例后方
可在线上进行复诊。线上复诊后3天
内到区中医医院挂号、缴费，随后到药
房取药或相关检查科室检查即可。大
大缩短了患者在医院的等候时间。

一位市民说：“这项服务对我们老
百姓来说，缩短了就诊时间，真的很方
便。”

据了解，线上复诊服务时间为每周
一至周五的8时至11时30分、13时至
17时，现有3名主任医师进行在线义诊。

区中医医院院长马永军表示，下一
步，区中医医院将继续提升互联网诊疗
服务的功能，实现网上结算支付，快递
送药到家，真正实现足不出户看病就
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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