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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核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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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现场▲

管道更换完毕

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老民警坚守京西大山
“铁腰带”诠释责任担当

管道漏水居民愁
多方协调解民忧

区作协赴清水镇
进行脱低增收进小康采风活动

厉行节约 杜绝浪费
我区各镇开展多种宣传活动

楼顶瓦片脱落
整改消除隐患

施工现场

▲

近日，城子街道蓝龙家园2号楼
3单元5层的市民反映，自家厨房下
水管道漏水，希望相关部门协调解
决。

城子街道接诉后，社区工作人员
第一时间联系物业工程部，前往居民
家中查看下水管道漏水情况，漏水点
位于橱柜后面墙壁内，维修难度非常
大，涉及4层和5层的住户，需要拆除
橱柜，更换下水主管道。为彻底解决
漏水问题，减少居民家中财产损失，
社区申请了专项资金，物业联系施工
单位，经过三方研讨确定了施工方

案，同时做好突发情况的应急预案。
由于需要拆除橱柜，社区工作人员还
专门前往问题所涉的4层和5层住户
家中，协调更换下水道主管道问题，
经过多次沟通，最终获得居民的理解
与支持。

在施工阶段，施工人员争分夺秒
抢修，小心翼翼地拆除橱柜、墙面及
地面瓷砖，将下水管道更换后，又将
橱柜和墙地面等恢复原貌，并将业主
家中清扫干净。社区不推不拖、主动
协调，不仅及时彻底地解决了问题，
同时也得到了相关业主的充分肯定。

近日，龙泉镇西山艺境1号院
6号楼1单元1层的住户反映，自
家有一个小院，前几天楼顶的一
块瓦片掉落在自家院里，险些伤
到自己，之前出现过类似现象，物
业也曾维修过，但这次仍是之前
修复的点位，希望相关部门能够
协调，彻底解决此问题。

龙泉镇接诉后，主要负责人
亲自调度，由镇办公室会同社区
办、西山艺境社区、物业公司以及
开发商召开现场会商会。因楼顶
瓦片修复难度大，施工周期长，经
与相关住户沟通，决定将楼顶瓦
片全部取下，使用涂料进行修
复。施工方案确定后，开发商立
即安排工作人员搭建安全棚，将
瓦片取下后，使用相同颜色涂料
进行粉刷修复。经过4天施工作
业，完成了修复工作，彻底消除了
安全隐患。反映人对处理结果表
示非常满意，特赠送锦旗表示感
谢。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 张
欣皓）近日，首师大附中永定
分校举办以庆中秋、迎国庆为
主题的社团活动。

在国画社团，学生正在临
摹老师的作品，图案线条流
畅，细节精美，学生用明丽而
又多彩的画笔，表达出了自己
对节日的理解。

一位学生说：“我临摹的
这个画，就是以‘花好月圆’为
主题，‘花’是代表了繁荣昌
盛，‘瓶’是代表着平平安安。
希望同学们、老师们和爸爸妈
妈平平安安，团圆美好，也祝
福祖国更加美好！”

剪纸教室里，孩子们发挥
想象，剪下“嫦娥奔月”“鸟巢”

“天安门”等精美的图案，让人
眼前一亮。

一位学生说：“剪纸作品，
有的寓意着团团圆圆，有的是
中秋的传统故事，我们想通过
剪纸作品，祝福国家繁荣昌
盛，每个家庭幸福团圆。”

在油画、烙画社团活动
中，大家以作品传情。系列活
动不仅丰富了学生们的创作
思维，也让他们感受到了节日
的欢乐氛围。同时，进一步弘
扬了传统文化，孩子的爱国情
感也由此得到了升华。

本报讯（记者 耿伟 杨铮 通
讯员 窦宏博）为进一步强化节约
粮食意识，培养节约习惯，营造

“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良好氛
围，近日，斋堂镇、潭柘寺镇分别
开展了节约新“食”尚，文明天天
见“创城”主题宣传活动。

斋堂镇50余名小学生通过
兴趣绘画和互动问答的形式参与
活动。在老师的指导下，孩子们
发挥想象，有的画出农民伯伯辛勤
劳作的情景、有的画出捧着饭碗吃
得干干净净的样子、还有的画出和
父母一起节约用餐的场景……

孩子们纷纷表示，要成为勤
俭节约的实践者、传播者和示范
者，通过身体力行，带动整个家
庭，杜绝铺张浪费，营造文明新
风尚。

在潭柘寺镇赵家台红色广
场，小朋友们用自己手中的画笔，
画出一幅幅倡导光盘行动的作
品，同时，来自镇机关、餐饮单位
和村居家庭的代表们纷纷发言提

出倡议，呼吁大家厉行节约，共同
参与，一起践行光盘行动。随后，
志愿者们签字承诺，为节约粮食、
杜绝浪费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量。通过小餐桌撬动大文明，在
全镇树立起勤俭节约的文明习
惯，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增添内
生动力。

一位机关干部说：“村看村，
户看户，群众看干部。作为一名
机关干部，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被
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所
以，我们要从自己做起，从身边
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节约每一粒
粮食。”

据了解，本次活动设有作品
展示区、拍照打卡区和宣传教育
区等6个区域，近百人参加活动。

潭柘寺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李岿然说：“下一步，还将通过投
放公益广告、举办不同类别的宣
传活动、进机关举办绘画展等形
式，在全镇形成杜绝浪费、勤俭节
约的良好氛围。”

本报讯（通讯员 柳静）近日，
区作家协会会员前往清水镇开展
脱低增收进小康文学采风活动。

采风的作家分为3个小组，
分别进行采访，与村干部座谈，到
村民家里看实情，还到生态有机
果园和种植五味子、花卉、谷、玉
米等经济作物的田地里看长势。

通过实地采访,作家们对干
净整洁的村落印象深刻，尤其是

近年新建的农村住宅鳞次栉比，
整齐美观，绿化带广植花卉，美不
胜收，村民庭院错落有致,室内宽
敞明亮，呈现出了新时代新农村
的崭新面貌，人民幸福指数有了
很大提高。

大家表示，一定紧跟时代步
伐，生动记述和抒写我区脱低攻
坚战的丰硕成果和全面进小康的
宏伟进程。

本报讯（记者 耿伟 陈凯 高佳
帅）9月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
上，对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
个人进行表彰，在受到表彰的先进
个人中，有一位驻守首都“西大门”
的“戍边人”，他就是区公安分局杜
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宗桃。

2011年，王宗桃背上行囊来到
京西大山深处，在杜家庄检查站成
为了一名驻守首都“西大门”的“戍
边人”，这一干就是10年。

在这10年的工作中，让王宗桃
最难以忘怀的就是今年的疫情防控
战，虽然已经年过5旬，但面对疫
情，王宗桃没有退缩，凭着超常的毅
力和一条自制的“铁腰带”，克服自
身伤病和恶劣环境坚守岗位。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筑起为民平安的“防
火墙”。

疫情期间，天气再恶劣王宗桃
都不怕，但是对于腰间盘严重突出
的他则是个巨大的挑战，一班岗下
来要至少值守6个小时，敬礼数百
个，弯腰俯身上千次，下岗回来，双
腿像是灌了铅，汗水早已浸透衣服，
腰椎的疼痛更是无以言表。

“说不累那是假话，领导和同事
也都常想替我站会儿岗让我歇歇
腰，但人人都在为保卫首都的安全
默默地付出着,我怎么能搞特殊化
呢！”王宗桃说。就这样，疫情期间
他丝毫没有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
认真站好每一班岗。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后，他
以站为家，严格落实疫情期间外围
检查站工作要求，与战友们累计检
查进京车辆6000余辆、人员10000
余人，妥善处置多起涉疫警情，真正
让检查站成为了疫情期间首都安全

的“封堵网”和“过滤器”。
王宗桃说：“疫情期间，检查内

容、程序多了，每一项内容都要落实
到相关的人员、单位、社区，我们要
做好记录，上传好相关的数据，不放
过每一个环节，落实岗位责任制，确
保不出一点纰漏，为的就是守住人
民的安全。”

在检查过程中，一些外来务
工人员不知道如何落实北京疫情
防控的相关情况，有的人员没有
带务工证明和相关材料，王宗桃
耐心地教他们如何操作，让其家
属将相关证明通过网络的
方式发送过来，再上传到大
数据。真正做到让群众少
跑路。

守好大家才有小家，王
宗桃的母亲今年已 90岁高
龄，在这次疫情中，他把对母

亲的牵挂和思念深深埋藏在心底，
义无反顾地选择坚守在抗战疫情第
一线。

说到这里，王宗桃的眼睛湿润
了，他哽咽地说：“其实，再大的疼痛
我都能忍受，但家有妻儿老小，我却
不能为他们尽到儿子和丈夫的责
任，我的心里无比愧疚。”

“这份荣誉不是我个人的，而是
属于全体一线民警的。我和战友们
将以此次荣誉作为激励和鞭策，忠
诚履职，坚守岗位，守护城市平安。”
王宗桃说。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北京园林绿化生态系统监测网络——百花山监测站拟建于

北京百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主要进行百花山森林生

态环境及生物多样性监测。本项目实施有助于百花山自然保护

区内生物多样性保护，指导林业生产相关技术，提升百花山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并进行精准评估。同时，长期连续的动态监测数

据，可为北京园林绿化生态监测网络建设提供基础站点数据支

持，有助于政府部门决策预测，体现首都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也可

为公众科普提供平台。

基于工程地的复杂地形和监测站点的监测目标、对象，通过

多次监测站站点选取优化调整，仍需占用北京百花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实验区内约70平方米。目前，已委托北京林丰源生态环境

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开展“拟建百花山监测站对自然保护区自然

资源、自然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影响评估报告”的编制

工作，以评估工程对保护区可能产生的生态影响水平及减轻影

响、生态恢复措施等。

公示电话：61826181

北京百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
2020年9月25日

北京园林绿化生态系统监测
网络-百花山监测站建设项
目在北京百花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修筑设施公示

红色家风传承奋进基因 暖心家书谱写奉献诗篇
本报讯（记者 杜潇羽）在刚刚

过去的这个寒冬，一首原创战“疫”
诗歌《武汉——没有冬天不可逾越，
没有春天不会抵达》，在中国炽热的
土地上广为流传，令亿万中华儿女
心潮澎湃、热泪涟涟。这首诗歌的
作者正是区作家协会和区音乐家协
会会员曹原。

2020年的除夕夜，刚回到老家
与大半年未见的父母、两岁的孩子
相聚的曹原，突然接到单位返岗通
知。没有丝毫的犹豫，她第一时间
改签车票，含泪挥别亲人独自返
京。在返程列车上，她在手机上创
作了这首广为流传的诗歌。

返京后的曹原主动请缨下沉社
区值守，她和同事戴着薄薄的口罩，
顶着寒风雨雪，逐人逐车登记、量体
温、发放防疫资料，嗓子喊哑了，双

手冻的干裂红肿。2月3日，母亲牵
挂独自在京战“疫”的女儿，手写了
一封家书。信中说：“我曾亲历10
几年前的‘非典’，深知这次疫情的
凶猛。作为母亲，我不愿自己的女儿
身处险境。但特殊时期，你作为共产
党员责无旁贷。你在一线奋战，我和
你爸帮你看好孩子,守好后方！”

母亲的鼓励让曹原干劲十足。
白天值守结束后，她主动到小区参
与夜间值守。并利用休息时间熬姜
汤送给周边社区值守的志愿者，不
留姓名的她被街道居民亲切地称为

“糖水姑娘”。作为区作家协会和区
音乐家协会会员，她发挥特长创作
了多部抗“疫”文学作品和抗“疫”歌
曲，并在中央及省市各级媒体报刊
发表战“疫”工作通讯20余篇。

在给母亲的回信里，曹原写道：

“作为军人和医务工作者的后代，我
一直很骄傲，我想把这份责任继续
扛起来，把一份光和暖传递给更多的
人。爸爸妈妈，这就是我最朴素的初
心，我相信这也是你们的愿望。”

2月10日，区慈善协会收到一
笔3000元的匿名捐款和一封信，信
中写道:“这是我与我父母3人的

‘特殊党费’，也是我们这个共产党
员家庭对战‘疫’所尽的一份绵薄之
力。”捐款的正是曹原家庭。

其实，曹原一家人一直在以各
种方式支持战“疫”。她的父亲带头
参加老兵巡逻队，坚守在村居防疫
一线。她的丈夫经营着一家小微企
业，虽在疫情中举步维艰，但仍从企
业运营经费中挤出钱多次给村居执
勤人员送营养品，给街道送防疫物
资，为派出所捐定制餐具。

红色家风、赓续传承。曹原的
姥姥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老党员、沂
蒙红嫂。受红色家风熏陶，曹原硕
士毕业后放弃其他优渥的工作机
会，主动选择来到我区，在公务员
考试中取得全区第一名的成绩。
她在拥军优属的岗位上一干就是5
年，真情为军人军属办好事、解难
事，被驻区部队官兵亲切地称为

“暖心小姐姐”。曹原和母亲宋艳
红二人合作的宣讲《做红色文化的
传承者》曾多次在全市各区进行巡
讲，母女双双荣获“北京市优秀百姓
宣讲员”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