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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角色守初心多元角色守初心 我区师生的战我区师生的战““疫疫””担当担当 携手共携手共““创城创城””京西更文明京西更文明
本报讯（记者 马燊）“创城”工

作开展以来，我区环境面貌、街面
秩序以及百姓的文明素养都发生
着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创
城”工作中来。全区各职能部门、
志愿者、商户和普通市民，共同组
成并密织了一张“创城”网格，各司
其责又相互配合，打造了全区“创
城”的大格局。

7月15日，记者沿新桥大街对
道路两侧的志愿者、环卫工人、商
户和市民进行随机采访，了解百姓
对“创城”工作的认识和理解。

在“创城”工作中，环卫部门承
担着重要职责和作用，每天凌晨开
始，大批环卫工人就穿梭于我区的
大街小巷、旮旯角落，挥洒汗水、留
下洁净。

在采访过程中，一位工作了17
年的环卫工人告诉记者：“‘创城’
带给我们最大的改变就是减轻了
负担。以前，随地乱扔垃圾的现象
特别突出，道路遗洒、车窗抛物的
不文明行为也特别多，我们工作起
来难度大、危险高。通过这两年的

‘创城’，明显感觉到很少有随手扔
垃圾的现象了，就是希望个别养狗
的市民能够主动清理宠物粪便，做
到文明饲养宠物。”

身着“柠檬黄”的文明引导员
们是“创城”工作中又一道靓丽风

景线。他们站在公交站台上、十字
路口处，挥舞着手中的文明旗帜，
引导市民践行文明行为，举起手中
的点赞牌，鼓励大家文明出行。一
位文明引导员告诉记者：“现在很
少有人闯红灯了，有时候极个别人
着急走，看见旁边的人都等着，自
己也就不过了。文明就是要先从
自己做起，然后一点点感染别人，
大家都当文明人，咱们创建文明城
区就实现了，社会秩序也就更好
啦。”

现如今，“门头沟热心人”已经
成为了我区志愿者队伍中的一个
品牌，人群中的那抹绿色，让“门头
沟热心人”在“创城”工作中格外抢
眼，他们用志愿精神和自己的汗
水，向市民传达着“讲奉献、争第
一”的门头沟精神。

一名正在路口值守的“门头沟
热心人”笑着对记者说：“前两年我
退休了，虽然不能在工作岗位上尽
职尽责了，但可以发挥余热，为社
会出份力，尽尽心。现在是咱们区

‘创城’的关键时期，我们配合着文
明引导员在路口做好文明引导，回
到社区后，我们还帮着社区清理楼
道、做好值守，‘创城’不就是需要
每个人都出一点力么？！”

听着记者和“门头沟热心人”
聊天，旁边一位城管志愿者也走了

过来，他说：“我们城管志愿者也是
这个想法，每天都按照划片儿捡拾
垃圾、维护秩序，以前是真不好干，
每天不知道要捡多少个烟头。现
在，我负责的这一块儿，使劲找都
很难看见烟头了，‘创城’确实让

‘绿水青山门头沟’成为了我们城
市的名片。”

除了志愿者们的努力，商铺也
积极响应着“创城”工作。

记者来到北京稻香村门头沟
店，店里负责“创城”的工作人员
说：“家乡在‘创城’，我们商铺当然
要积极参与，首先就是要做好自己
的工作，严格执行卫生部门要求，
把好安全关，给进店的顾客测量体
温，建立一个安全健康的购物环
境，同时把‘门前三包’负责到底，
搞好自己门前的卫生，更要做好诚
信经营，让前来的顾客享受到舒适
的购物环境。这样，既创了城，也
提升了我们店的服务品质。”

“做文明人，创文明城。”“创
城”给生活带来的变化，市民有着
最实在的感受。

在采访中，有市民对记者说：
“‘创城’真的太好了！走在路上，
哪哪看着都舒心。回到社区，楼道
里堆放的私人物品也被清理干净
了，社区垃圾分类也有工作人员提
醒着，这些文明现象的背后有太多
人的付出，所以咱们大家都出力，
把这些好习惯坚持下去，让咱们家
乡越来越美。”

还有市民说：“‘创城’就是要
从自身做起，我们人人都文明了，
整个门头沟就文明了。希望我能用
自己的文明行为感染更多人，让越
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创城’中来。”

“三步并作两步走,三年实现
双达标,六年实现摘桂冠”是我区

“创城”工作的总目标，这两天是
“创城”迎检的关键时期，我区大街
小巷都进入了“临战”状态，职能部
门的工作人员、志愿者、普通市民
纷纷走上街头，倡导文明、清洁城
市、引导秩序……相信在大家的共
同努力下，我区“创城”工作必将取
得良好成果，我区的城市环境也将
越来越舒适、越来越宜居。

区领导检查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验收工作

本报讯（记者 安振宇)7 月 13
日，区委常委、副区长庆兆珅，到永
定河文化广场和王平镇韭园村北京
旅游咨询中心，检查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验收工作。

庆兆珅详细查看了景区的旅游
规范标识和卫生间清扫等情况。她

要求各成员单位，要充分认识全域
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的重要意义，
践行发展精品旅游，推动文旅业高
质量发展。要按照验收标准和工作
要求，抓紧时间组织开展各项工作，
加强与区文化和旅游局沟通，相互
配合，保障验收工作有序推进。

疫情冲击阻挡不住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步伐
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中学习

本报讯（记者 何依锋 屈媛)7月
15日上午，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
行集中学习。区委书记张力兵，区
委副书记、区长付兆庚，区人大常
委会主任陈国才，区政协主席张
永，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彭利
锋等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
加学习。

会议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刘伟教授作题为《疫情冲击阻挡不
住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步伐》专题
辅导报告。刘伟教授结合全国“两
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

精神，以经济学的视角，从如何冷静
认识、客观分析、精准施策三个部分
进行了授课。

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思考刘
伟教授的讲课内容，既要全力抓好
疫情防控，又要努力把疫情对经济
社会发展的影响降到最低，稳中求
进全面推动我区经济社会持续向好
发展。

区领导张金玲、范永红、王建
华、金秀斌、许彪、何渊、李伟、赵北
亭、张翠萍、张满仓、高连发、杜斌英
参加学习。

我区三家方舱式核酸检测
实验室全部建成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 张欣皓)
我区妇幼保健院、中医医院、龙泉医
院在区卫健委的积极协调下，按照
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北京市疫情防控
工作要求，建设方舱式核酸检测实
验室。目前，三家医院的方舱式核
酸检测实验室已全部建成并通过验
收，将于近期投入使用。

记者在区妇幼保健院看到，方
舱式核酸检测实验室已经建设完
成，设有试剂配制间、标本制备间、
扩增间和高压灭菌室，医护人员进
入实验室时，自身的防护设备必须
达到三级防护标准。在进行核酸检

测时，医务人员需先将采集到的样
本通过专用的传递窗传递进实验
室，再由专业人员进行提取、配置、
检测，全流程都需通过传递窗进行
传递，各个功能空间相互独立，且所
有的医疗垃圾均在方舱内经过高压
灭菌后才可出实验室。

据了解，建成的“方舱”核酸检
测实验室可连接医院信息化管理系
统，同时配有视频监控系统，可随时
观察室内操作人员情况，保证人员
安全。目前，我区核酸检测机构已
达5家，初步构建了常态化防疫实
验室网络。

本报讯（记者 陈凯 杨铮）区环
卫中心按照“创城”工作要求，结合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重新制定公厕
消杀保洁作业管理制度，对门城地
区所有公厕开展全面清洁消杀，确
保公厕环境卫生干净整洁，市民安
全如厕。

在城子大街西侧的一处公厕
内，环卫工人按照消杀要求配比消
毒液，随后使用喷壶对地面、蹲位、
门前等区域进行覆盖式喷洒。对扶
手、水龙头、洗手台、门把手等市民
接触较多的区域，采用擦拭的方式
进行消杀。每次消杀工作完成后，
环卫工人还会填报《公厕消毒记
录》，注明消毒时间，消毒方式，配比
浓度，消杀次数，并签字确认。

环卫工人告诉记者：“清洁不同
地方使用的消毒液配比浓度是不一
样的，像门把手、水龙头和洗手台面

的消毒液配比为1：500，地面的消
毒液配比为1:1000。按照相关要
求，我们每天要对公厕各个角落清
洁消毒4至5次，全力保障市民如厕
环境的卫生。”

除了加大消杀保洁力度，区环
卫中心还成立专项检查小组，对门
城地区所有公厕开展巡查，对于消
杀不达标的公厕及时通知消杀人
员进行整改。同时，定期开展岗位
培训，提升消杀保洁业务能力水
平，确保公厕内及周边环境干净
整洁。

区环卫中心业务科杜玉娜说：
“目前，已对门城地区170座公厕进
行了全面摸排。接下来，我们将继
续坚持科学防控精准施策，做到公
厕消杀工作常态化，加大日常巡回
检查次数，全力做好‘创城’工作，确
保市民安全如厕。”

加强公厕消杀保洁作业
打造干净安全如厕环境

全力保障2020年中考顺利进行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 张欣皓)

2020 年中考于本周五至周日进
行。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下，今年我
区设置了4个常规考点，共60个考
场，此外还有1个备用考点。今年，
共有1166名考生参加考试。

截至目前，我区5个考点已经全
部完成考前布置并进行了统一消杀
作业，保障广大考生拥有一个安全、

舒适的考试环境。
在京师实验中学考点，学校门

口两旁设置了临时停车场，车辆即
停即走，避免聚集。入口处设置了
专用道路，搭建了雨棚，地面也施
划了“一米线”，考生经过体温检测
正常后才可进入。每个考场内，都
配备了防护用具，包括消毒喷壶、
一次性医用口罩、呕吐包等 ，每个

考场的人数由往年30人降低到20
人，前后门敞开通风。中考考试过
程中，考生需要全程戴口罩。

斋堂中学是我区唯一一个山
区考点，学校为考生提供了专车送
考服务，并为考生提供住宿和休息
室，确保考生按时、顺利应考。

区教育考试中心副主任杨景全
介绍：“区卫健委向我区各考点增派

了一名负责防疫的副主考，安排了一
名全职的专科医生；区公安分局为各
考点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电力公司提
前摸排全区各考点以及考试中心用
电状况，提供用电保障，为孩子们
全力护航。我们也备足了疫情防
疫和防汛等各类物资，严格按照北
京市的各项规章和要求，保障2020
年的中考工作顺利、有序完成。”

本报讯（记者 李超）“灵山木
屋”坐落在北京最高峰灵山脚下，自
2007年正式营业以来，已度过了 13
年时光。这里的创始人名叫杨红
梅，一个土生土长的洪水口村人。

在京西俊秀的土地上，清水镇
的洪水口村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
源和自然条件。家乡的绿水青山和
深厚的文化积淀，深深留在了杨红
梅的脑海里，所以在外多年的杨红
梅最终选择回到了家乡，倾注了自
己所有的热情和心血，构建了灵山
脚下这家“灵山木屋”。

忙碌了一周的城里人，喜欢来
山区度假、休闲，“灵山木屋”就成为
了一些都市人的选择。在清新幽静
的小院里，烹一杯茶，远眺群山，坐
看云卷云舒，耳边清脆的鸟鸣，鼻尖
阵阵的淡雅花香，都能洗去城市的
喧嚣与烦恼。

洪水口村家家捧起了“金饭碗”吃上“旅游饭”

依托当地自然环境和旅游资源，民宿让游
客在山间感受到与城市不同的生活体验。有
别于传统的农家乐，民宿更注重游客的身心体
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住宿的同
时，游客更能享受到一份宁静致远的意境。

久而久之，“灵山木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
晓，影响力上升。杨红梅的经营模式和经营理
念，影响了其他村民，许多人前来和杨红梅学
习经营民宿的经验。杨红梅将自己经营“灵山
木屋”的方式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大家，一时间
带动了很多村民的热情，洪水口村也开启了农
家乐向民宿的演变之路。

如今，在市区相关政策的支持和村干部的
帮助下，洪水口村相继出现了“向往拾光”“小
苗家”等一批精品民宿，全村 168户，家家捧起
了“金饭碗”、吃上了“旅游饭”。洪水口村依托
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趟出了一条“见绿又生
金”的富民增收之路，也打造出了门头沟小院
的经典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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