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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争做“门头沟热心人”

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社区里的植树达人

强化村民自我健康管理

京煤集团总医院早癌筛查走进镇村京煤集团总医院早癌筛查走进镇村

电杆倾倒存隐患
紧急抢修不停电

早晚温差加大
季节性腹泻需预防

精细化管理有高招精细化管理有高招
小园一区社区安装智能设备小园一区社区安装智能设备

安家庄村深水井项目完成
解决800多人吃水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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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设垃圾桶站遮雨棚
完善桶站规范性

近日，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查时发现，
城子西街道路西侧的围栏里，一根电线杆已被折断的
树木压倒，周边其他电线杆也因为导线的拉扯，出现
了不同程度的倾斜，供电公司“未诉先办”，立即组织
施工力量进行抢修。

区供电公司安排专业人员勘察线路受损情况，制
定抢修方案，实施抢修工程。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应用
配电自动化系统隔离故障点，通过线路联络转供负
荷，确保施工期间持续供电，调配吊车等大型设备，对
受损线杆进行更换，同时将周边5根电线杆底部全部
进行了加固处理。

为了给地区百姓提供安全可靠的用电保障，区供
电公司积极储备抢修物资，组织输配电专业人员、供
电所抢修人员41人，抢修车辆10辆，第一时间到达故
障现场，查找故障点，开展抢修处置工作。截至目前，
已更换电线杆4根，导线900米，处理故障点位2处。

近日，市民反映中门寺南坡社区8号楼1
层某住户私自开设超市，没有营业执照，存在
无照经营行为，并且把鸡蛋水果等货品堆放
在楼道里，导致蝇虫聚集，严重破坏楼道环
境，希望予以治理。

区市场监管局接诉后，主要负责人调
度指挥，责成龙泉市场所进行处理。随后，
龙泉市场所联合龙泉镇政府、城管执法队
等相关部门进行联合执法，对经营物品进
行查封扣押，对非法经营主体当场予以取
缔，并责令经营者对楼道物品进行清理，恢

复楼道整体环境卫生秩序。反映人对处理结
果表示满意。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示各位市民：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十七条 业主
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宅改
变为经营性用房。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
用房的，除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
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居民住宅楼
内禁止擅自开展经营活动，如有经营计划，请
咨询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相关手续，证照
齐全后依法开展经营活动。

本报讯（记者 杨铮 陈凯）“我的
老家虽然不是门头沟，但是现在定
居在这里了，就是咱门头沟人，区里
现在正在‘创城’，作为一名共产党
员，我更应该出份力。咱们社区花
园里还有点空地，我打算过两天再
去买几棵树苗种上，为社区增绿，让
花园更漂亮。”大峪街道承泽苑社区
居民胡杰对居委会工作人员说。

在承泽苑社区只要一提起胡杰

这个名字，许多居民都会竖起大拇
指，这位63岁的老人，是社区里有
名的“植树达人”。2017年退休的
胡杰搬到了承泽苑社区居住，一次
偶然的机会，他发现社区花园里有
一片裸露的空地，于是便萌生了植
树的念头。“因为年轻时下过乡种过
树，对这些多少有了解，而且种树还
能美化环境，于是我就把这个想法
告诉了居委会，居委会的工作人员

也特别支持我这个想法。”胡杰说。
胡杰开始在网上查找苗木购买

渠道，最后锁定了通州的一家苗木
基地，然而买苗的过程却并不太顺
利。“刚开始选了8棵苗，但是自己的
汽车太小装不下，所以只能多跑几
次，往返大概两个半小时，我前后跑
了3趟。回来之后，居委会的工作人
员和街坊四邻帮我把树种上，一直
忙到很晚才回家。”

树虽然种上了，但养护的工作
却更加艰辛，由于北方干旱，夏季树
木养护更需要多浇水、勤打药，为了
让这些树苗健康生长，胡杰像对待
孩子一般对每棵树苗都百般呵护，
浇水、打药、剪枝，每个环节都细致
入微，这一干就是3年。“有的时候早
上6点，就能看见他在花园里干活，
浇水的水管够不到的树坑，他就拎
着水桶去，连水带桶差不多有40多
斤重，他就这么来回跑，天天如此，
从无怨言。说实话，这么大岁数的
人，还这么卖力气，真是让人敬佩。”
一位社区居民
说。

3 年来，胡
杰一共种了100
多棵树木，老人
的努力不仅让

小区环境越来越美，同时也带动了
其他党员和社区居民参与其中。“铲
子、剪子、化肥，都是他自己掏腰包
买，这种精神真是值得我们学习。
我也买了水管，加入到他们当中去，
为社区环境出份力。”一名社区党员
说。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现在的社
区花园已经成为了居民们茶余饭后
的好去处，园内绿树成荫，紫薇花、
月季花开的争奇斗艳，花香四溢。
老人们在绿荫下闲谈，孩子们在花
丛中奔跑。“以前这好多裸露土地，
后来胡杰带着一些党员带头种树，
把小区装扮的多美呀，我现在每天
都来这遛遛弯儿，跟街坊邻居聊聊
天。”一位小区居民说。

3年来，胡杰用实际行动展现了
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与大爱，无论
炎夏还是寒冬，从未间断，他用“门
头沟热心人”的奉献精神，为提升社
区绿化环境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量。

本报讯（何依锋 屈媛）近日，京煤集团总
医院消化肿瘤科医务人员来到潭柘寺镇为全
镇 12 个村的 1234 名村民进行义诊，针对胃
癌，食道癌、肠癌、肝癌等消化道常见肿瘤进
行全面筛查。

早上 7时，闻讯而来的村民们来到义诊
现场，自发地排起了队伍，准备接受体检。在
填好 4张问卷调查表后，医务人员根据村民
填写的内容，引导大家进行幽门螺旋杆菌、抽
血和B超3项检查。村民还可以向医生询问
自己身体健康情况，了解早癌筛查相关知识。

前来检查的村民说：“在自己家门口就能
做这么全面的检查，还能和医生面对面沟通，
让我对自己的身体有了提早的了解，如果检
查有问题也能够提前进行治疗，我觉得活动
特别好。”

京煤集团总医院消化肿瘤科主任肖健存
说：“为了做好这次筛查工作，我们提前3周把
调查问卷发到村民手中，医护人员针对问卷
填写的内容进行评估，筛选出目标人群，对他
们进行有针对性的检查。此次义诊活动，希
望更新大家的早癌筛查理念，提高早癌检出
率和治愈率，让更多的人管理好自己的身体
健康。”

据了解，去年，京煤集团总医院消化肿瘤
科加入了国家消化道早癌防治中心联盟。为
深入推进早癌筛查工作向农村普及，科室计
划每月都要到一个镇开展一次义诊。

本报讯（记者 杨铮 陈凯）近
日，永定镇小园一区社区通过安装
智能设备，提升社区精细化管理水
平，利用人脸识别系统，为居民安全
和杜绝张贴小广告现象提供保障。

在社区楼道门口，居民只需站
在设备前刷一下脸，楼道门锁就会
打开。这台“会认人”的智能设备，
不仅免去了大家用钥匙或输密码的

繁琐，还将张贴小广告的陌生人拒
之门外。同时，智能设备还设有语
音呼叫功能，快递员、外卖小哥等人
员可通过拨打房间号码与户主取得
联系，待户主确认后方可进入。

一位居民说：“以前楼道没安装
门禁，谁都可以进来，楼道里乱贴小
广告和发传单的现象特别严重。现
在有了这个智能设备，楼道干净了，

陌生人也进不来了，我们住的也安
心放心了，真的特别好。”

据了解，这套门禁系统是由人
脸识别监控摄像头、智能集成终端
和无线传输设备构成，融合了物联
网、人工智能及大数据技术，居民在
社区进行实名认证登记后可获得权
限。截至目前，小园一区社区共安
装了57套人脸识别系统，所有居民

均完成认证，系统全部投入使用。
小园一区社区党支部书记杨淼

说：“目前，小区已经有1957户居民
完成了信息和图像的采集。下一
步，我们会与第三方公司进行对接，
加强平台系统的维护和升级。同
时，加强小区环境卫生以及楼道的
清理力度，努力为我们社区的居民
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本报讯（记者 屈媛 何依锋）
“现在全天都能用上干净、安全的
自来水了，真是为我们做了一件
大好事！”王平镇安家庄村村民李
继辉再也不用为经常停水而发愁
了。这正得益于该村去年开工建
设的深水井项目的启用。新水井
抽出来的水，水量充足而且水质
达标，彻底解决了全村800多人的
吃水难问题。

一直以来，安家庄村都是使
用村内的一口浅水井，水量、水质
均达不到生活用水需求，村民们
只能在每天规定的时间段内用
水，非常不方便。

“以前我们这儿的水，杂质多，
还老停水，有时候下班回来晚了，
水停了，洗澡都成问题。现在可好
了，新水井的水，水量大水质又好，

最主要的是24小时供水，别提我们
有多高兴了。”村民李继辉说。

据了解，去年10月，安家庄村
“两委”班子积极联系市区两级水
务部门，想方设法解决村民用水
难题，经过相关部门多次现场查
勘，最终决定重新打一口深水
井。今年 8月，600米深的水井建
设工程顺利完工，抽上来的井水
不断流向安家庄478户村民家中，
彻底解决了全村 800多人的吃水
难问题。

安家庄村村委会主任李素芳
说：“新水井建好之后，村民终于用
上了24小时的干净水，我们从8月
1日起开始收取水费，一吨水2块
钱，目的就是让村民们养成节约
用水的意识，村民对我们的工作
也都非常支持。”

本报讯（记者 杨铮 陈凯）一
场秋雨一场寒，秋天的雨水赶走
了夏日的闷热，但随着早晚温差
的逐渐加大，腹泻也成为了这个
季节高发的疾病。

区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治医
师赵越说：“秋季腹泻主要是由于
轮状病毒感染所致，轮状病毒肠
炎是一种急性传染性腹泻病，但
其自愈性较高。从入秋到次年2月
份是此类疾病的高发期，轻者的
表现症状为无发热和轻度腹泻，重
者的表现症状为持续呕吐、水样腹
泻、发热、脱水和电解质紊乱等。”

尽管气温的变化无法抵抗，

但季节性腹泻可在疾病初期进行
预防与治疗。在秋季，市民需根
据天气的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少
食辛、辣、冷等刺激性食物。当发
生季节性腹泻后，应根据发病症
状及时到医院就诊。

赵越说：“在日常生活中，如
果发生轻症腹泻现象，可以自行
服用淡盐或淡糖水，同时少食用
蛋白质含量较高的食物，多吃新
鲜的水果和蔬菜，无需服用药物
治疗。若发生重症腹泻现象，建
议不要自行服用抗生素或其他药
物，及时到医院做相关检查进行
治疗。”

本报讯（记者 安振宇）城子
街道西宁路社区为了更好地开展
垃圾分类工作，筹集资金对原有
的9处垃圾桶站进行升级改造，
增设遮雨棚。建成后可以有效
减少蚊虫滋生，也方便了垃圾分
类指导员更好地服务居民。

据了解，城子街道共有垃

圾桶站 189 处，近期将全部完
成垃圾桶站破袋器和遮雨棚的
安装，彻底解决桶站规范性“差
一点儿”问题。该街道还通过
组织志愿服务队、开发“社区
盾”小程序等方式，提升垃圾分
类知晓率，引导居民正确分类
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