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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幼儿园的男幼师
陪伴孩子们快乐成长
本报讯（记者 耿伟）一提起幼儿
园，人们总是习惯把幼师称为“幼儿
园阿姨”，因为幼师这个职业似乎都
是为女孩子设计的。然而在妙峰山
民族学校附属幼儿园里，却有一名
男幼师。
身材胖胖的付强便是这所幼儿
园里唯一的男幼师，主要负责保育
工作。一大早，他便来到幼儿园中
二班的教室里，打扫卫生，做好消毒
工作，并为即将到园的幼儿准备好
漱口水和擦手巾。
“付老师早上好！”8 时 10 分开
园后，孩子们有礼貌地向付强打招
呼，并在他的引导下漱口、洗手，准
备开始新一天的幼儿园生活。温声
细语、低头弯腰已经成为付强的职
业习惯。
“ 与幼儿交流，需要低下身
子，与他们目光平视，这样才能消除
压迫感，让孩子感受到安全平等，他
们才愿意与你亲近沟通。”付强一边
说着，一边用手擦去额头的汗水，每
天无数次的下蹲站起对于付强这样

的体型来说，着实不易，但是每次需
要和幼儿交流，他还是会低下身子，
这就是常说的
“习惯成自然”
。
说到习惯，付强认为幼儿园的
工作就是要从小培养幼儿良好的生
活习惯，为他们今后的成长打下坚
实的基础。然而，对于很多孩子来
说，初次到幼儿园开始独立自主的
集体生活会让他们产生恐惧和不适
应。付强从 2013 年到妙峰山民族
学校附属幼儿园工作至今，已有 7 个
年头，他见过不少孩子哭闹着走进
班级，付强总是和其他老师一起，抱
抱他们、和他们做游戏，消除孩子们
的畏惧心理，使他们逐渐喜欢上幼
儿园的生活。
每当付强看到这些孩子时，总
会想起自己刚参加工作时的情景，
那时的他作为一名“稀有”的男幼
师，也对自己产生过怀疑，没有任何
自信，总觉得孩子们不会喜欢他，家
长们也不会接受他。但也正是这样
的“稀有”属性，反而让付强展现出

优势。
“可能我说话没有女教师那么
温柔，但在游戏方面，孩子们总喜欢
和我玩。有时幼儿活动需要搬运一
些重物，或是在布置教室时需要登
高爬梯，我觉得幼儿园还是很需要
像我这样的男幼师的。”付强一边和
孩子们玩着游戏，
一边笑着说。
中班的孩子们在付强的陪伴下
玩得十分开心，这时路过的大班孩
子看到付强在，纷纷开心地向他打
招呼。在孩子们的眼里，付强就像
动画电影《超能陆战队》里的“大白”
一样，是个温暖、可靠、有治愈能力
的好伙伴。
临近中午，
付强推着餐车到幼儿
园食堂，将盛有午餐的餐盒带回教
室，
然后给孩子们分餐。
“有的孩子对
某些食物过敏，这些我们都要记下
来，
避免孩子吃到过敏食物。
”
付强一
边说着，
一边将一份
“特殊主食”
放到
一名孩子面前。保持卫生习惯、学会
节约用水，
自己吃饭穿衣是幼儿园主
要的教育目标，但是受到疫情的影

闲置空地变身停车场
缓解百姓停车难

响，孩子们在家的时间太长，使得新
学期的习惯培养工作更加困难。
新的学期，幼儿园不仅在培养
幼儿习惯上下功夫，更强化了爱国
主义教育，将“抗疫英雄”这一主题
纳入到开学第一课的内容之中，希
望通过这样的教育，为孩子们从小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为他们
今后的健康成长奠定基础。
说起怎么当上幼师这个话题时，
付强笑了笑：
“本来学的计算机专业，
当时不太懂，觉得没出路，正好学校
有幼师专业，就转了专业，毕业成为
一名幼师后，
身边的朋友都觉得不可
思议，也有人嘲笑我，说我一个大男
人，
居然当幼师。我一开始也觉得没
面子，
但现在我想的是，
看着孩子们每
天开开心心的，我心里也高兴，和他
们在一起我觉得自己都变年轻了。
而且幼儿时期是行为习惯养成的基
础阶段，很关键，希望在我的努力和
陪伴下，
孩子们能开心快乐，
能有一个
好的习惯，
走好今后的人生道路。

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增设人行步道
方便百姓出行

▲

处置前

前 不 久 ，有 市 民 多 次 致 电
12345 反映，永定镇磁悬浮 S1 线小
园地铁站附近紫上南口公交车站
和小园公交车站无公交车站台，造
成周边市民出行不便，存在交通安
全隐患。
区交通局与区城管委沟通协
调，进行现场勘查。小园公交场站
和紫上南口公交站全部位于永定镇
紫金路上，周边的小园地区是大型

据了解，这处停车场以前是
一处闲置空地，由于长时间无人
管理，导致杂草丛生，还经常停满
社会车辆，堵住消防通道，不仅破
坏了周边环境，还给附近社区居
民正常出行造成了严重影响。为
此，惠民家园社区联合物业公司
对这处空地进行了升级改造，建
设一处 600 平方米的停车场。经
过 20 多天的施工，
一个装有护栏，
施划好车位线的停车场建成，解
决了一部分居民的停车难问题。
惠民家园社区党委书记刘红
军说：
“ 下一步，我们还将联合物
业，把社区周边的闲置空地利用
起来，修建停车场，满足更多居民
的停车难问题。
”

“8+1”行动进社区
医疗专家护健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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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小区依山而建，
成带状分布，
小区
西侧住宅楼地势较高，
距离社区正门
距离较远，
最西侧居民由途径社区正
门步行至公交车站大约需要近20分
钟时间。居民为了方便出行，
长期从
西侧顺山势穿行至公交车站，
已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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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后

自发走成的山坡土路。
由 于 地 处 半 山 位 置 ，坡 度 较
大、场地狭窄，并且到达公交车站
需横跨中门寺沟，区城市管理委员
会进行多次现场调研，研讨施工方
案。为了确保行人安全，采用坡道

与台阶相结合的方式铺设人行步
道，目前步道已基本铺设完毕，下
一步将加装扶手、安装路灯等，将
基础设施进行进一步完善，同时搭
建桥梁，联通步道与大峪南路，整
体施工作业预计于 10 月完成。

增设公交港湾
确保百姓乘车安全

有市民反映，龙泉镇中门寺南
坡小区西侧有一处荒地，周边居民
为了节省时间经常从此处穿行，存
在安全隐患，希望有关部门对此处
进行修整。
中门寺南坡是一处拆迁回迁小

本报讯（记者 屈媛 何依锋）
近日，大峪街道惠民家园二区将
临近黑山大街的一处空地改造成
了一个能够容纳 30 辆车停放的
停车场，同时还在小区出入口安
装了阻车器，有效缓解了社会车
辆乱停乱放，堵塞小区出入口的
问题，为社区居民营造了更加便
捷的出行环境。
记者在惠民家园二区东侧小
广场看到，这处规范的停车场已
经正式投入使用，场内道路平整，
共设有 30 个停车位。
社区居民程大军说：
“以前车
子没地停，停外面又不安全，现在
好了，有了车位心里踏实多了，回
家再晚也不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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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户区改造住宅区域之一。其中小
园公交场站紧邻磁浮 S1 线，是 M1
路、M26 路、M27 路等多条公交车
的途经站点，是附近居民乘坐磁悬
浮地铁出行的公交中转站；紫上南
口公交站周边也有多个居住区。
公交车停候车站台位于紫金
路人行步道上，公交车停靠站设置
在主路车行道上。市民候车需要
在人行步道处候车，乘车时，需要

穿越非机动车道及绿化带后方可
乘车，
给附近居民出行带来不便。
为 使 公 交 停 靠 站 更 安 全 、便
捷，给居民出行提供良好的交通出
行环境，区城市管理委对紫金路三
处公交停靠站进行改造，以改善道
路平面线形，恢复道路的使用功
能，提高道路通行能力。工作人员
进行多次现场勘查，根据道路现状
及公交港湾相关建设要求，制定施

工方案，将原候车区域由非机动车
道前置至机动车道路侧，建设占路
式港湾，将绿化区域改造成为公交
站台，设置候车岗亭、候车座椅等
基础设施。此次工程共建设 3 处公
交港湾，分别是小园公交场站（紫
金路道路南北两侧）及紫上南口公
交站（紫金路南侧），涉及移植绿化
面积约 111 平方米，目前基础设施
阶段已经完工并投入使用。

本 报 讯（记 者 杨 铮 陈 凯）
近 日，九三学社门头沟支社携手
区医院开展医疗专家进社区活
动，深入推进“8+1”行动，为社区
百姓提供便捷的医疗服务。
在东辛房街道石门营四区
活动小广场内，不少居民正在排
队测量血糖和血压。除了这些
常规检查外，区医院还安排了骨
科、心内科、妇产科等 10 多个不
同科室的医生为大家进行免费
检查和诊疗。贴心的医疗服务
不仅为居民提供了极大便捷，更
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
的医疗资源。
一位居民说：
“这个服务简直
太好了，在家门口就把病看了。

而且还有这么多科室的大夫，想
看的病全都看了。
”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九三学
社北京市委在推进“8+1”行动工
作中的重要举措。为此，九三学
社门头沟支社充分发挥优势资
源，并与东辛房街道主动对接，同
时联合区医院在石门营四区建立
医疗服务站，每周三向公众开放，
免费为社区居民提供医疗服务。
九三学社门头沟支社副主委
李跃华说：
“ 义诊结束后，将继续
深入开展更多社区医生服务项
目，为社区居民提供多方位、多层
次的医疗服务，践行‘8+1’行动，
把服务做到实处，利用系列措施，
为老百姓提供更多便捷。
”

区司法局
举办法治文艺进社区活动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 张欣皓）
近日，区司法局走进大峪街道承
泽苑社区，举办“宪法进镇街 法
治文艺进社区”演出活动，提高居
民法治意识。
演出在相声《法治、防疫、垃
圾分类》中拉开序幕，快板《天安
门前升国旗》、魔术《神奇之手、送
法给您》等节目融入法治和垃圾
分类内容，契合人们的生活实际，
让大家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法律熏
陶，
树立法治观念。
活动还穿插法律知识问答

环节，现场观众积极抢答，气氛
热烈。
社区居民说：
“ 节目特别好，
挺丰富的，在节目里还能学到不
少法律知识，这种形式也好，我特
别喜欢。
”
工作人员还向居民发放宣传
手册，讲解法律法规知识。区司
法局副局长魏晓东说：
“通过这种
喜闻乐见的方式，将法治宣传教
育与群众文化生活相结合，为社
区居民送去欢乐，输送法律知识，
助力
‘创城’
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