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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改造中▲

▲

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

拆除中

志愿军老兵：越是危险和困难，越要冲在前

改造下水管道 方便居民生活

▲

私装地锁侵占公共资源 集中拆除维护村民利益

何各庄村打造花园式小区

我区启动
免费流感疫苗接种工作

向阳社区
举办邻里周主题活动

1928年12月，王德启出生于我
区雁翅镇河南台村。1947年2月参
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3月随
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参加抗
美援朝战争。

据王德启老人回忆，1951年他
所在的部队68军在天津静海驻防，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部队接到了奔
赴朝鲜作战的任务。当时部队从天
津出发，坐火车经东北跨过鸭绿江
后到达朝鲜。

朝鲜北部大部分是山区，大的
村庄基本上被敌人的飞机炸毁了，
百姓生活在艰难困苦之中，部队条
件也十分艰苦。因为要经常行军
作战，有时来不及修建坑道挖防空
洞，战士们经常露宿在当地老百姓
的院子里，有时就在村庄附近的平
地或者田野里睡，真是天当房，地
当床。

朝鲜的冬天格外寒冷，许多战
士的手脚都被冻坏了。王德启的手
脚也被严重冻伤，脚肿的连鞋都穿
不进去，只好铰了一段棉袄袖子套
在脚上。即使是这样王德启依然坚
持跟随部队行军作战，毫不退缩。

在朝鲜战场上到底经历了多少
次战役王德启已经记不清了，但有
一次战役却使他记忆犹新。有一
天，他所在的部队三营指挥所突然
被敌人包围，九连战士们得到消息
迅速赶来支援，经过激烈的战斗终
于击退了敌人。但敌人并不甘心，

在炮火支援下再次集结队伍对三营
指挥所发动攻击，企图一举吞灭三
营指挥所及九连增援的战士。当时
三营指挥所及九连战士被敌人包围
得水泄不通，电话线也被敌人的炮
火炸断了，切断了部队与外界的联
系。当时情况十分危急，急需一名
战士冒着生命危险突破重围，请求
增援。这时，王德启自告奋勇喊道：

“营长，我去搬救兵！”说完背上冲锋
枪又带上4颗手榴弹跳出了阵地。

营长马上组织火力进行掩护，
王德启迅速通过了敌人的第一道封
锁线，在准备通过第二道封锁线时
被敌人发现，顿时，敌人密集的子弹
向他扫射过来，他匍匐在地上扔出
了2颗手榴弹后趁机跳进了一个敌
人用过的工事。这时，他只觉得右
腿剧痛，低头一看，鲜血直流。他顾
不上包扎伤口，忍着疼痛，扒下敌人
一具死尸的军装穿上，然后把右裤
腿撕破，露出流血的腿，冒充敌人的
伤兵一瘸一拐往前走。当经过敌人
指挥部时，一个指挥官冲他喊道：

“快点离开这里。”他保持镇定，忍着
疼痛走过了敌人的指挥部，然后一
路狂奔，跑了一个多小时，完全忘记
了负伤的腿，找到了七连和八连的
阵地，请求他们立即前去增援，七连
和八连迅速紧急集合队伍，以急行
军速度增援，打退了敌人的包围，歼
灭敌人两个连，缴获了大批武器，因
此，上级给他记三等功一次。

王德启受伤之后部队安排他负
责武器弹药管理及运送工作，往前
线运送弹药也是一项十分危险的工
作。平时战斗一打响，后勤人员就
要冒着敌人的炮火向前冲，及时把
武器弹药运送到前沿阵地，所以牺
牲是难免的。但是王德启和战士们
毫不畏惧，每个人都做好了随时牺
牲的准备。

一次，王德启带领10名战士给
前线运送弹药，走到一片小树林时
大家实在是走不动了，准备在这里
休息一下，没想到他们刚刚坐下，敌
人的一颗炮弹就在他们身边爆炸
了，当时就有3名战士牺牲，6名战
士受伤，王德启也被震晕了。当他
清醒过来之后马上跑回后方卫生队
汇报并带战友进行救援。随后，他马
上再次组织一支小队完成了运送弹
药的任务，虽然这次他没有受伤，但
战友们的牺牲使他内心非常悲痛。

还有一次也是在运送弹药途
中，他们走到一个朝鲜老乡的牛棚
边上准备休息一会儿。因为弹药箱
非常沉，大家都太累了，有的战友躺
下就睡着了。王德启枕着牛棚的门
槛也想睡会儿。这时空中突然飞来
了一架敌人的飞机，对着他们休息
的牛棚就是一阵疯狂的扫射，牛棚
立刻起了火，几名战士
也受了重伤。泥土布满
了王德启的全身，眼睛
什么也看不见了，等他

起来擦了擦眼睛才看清，他枕的门
槛被敌机的子弹穿了好几个洞，这
简直让他不敢相信，他竟然没有受
伤，又一次幸运的活了下来。

1953年12月王德启从朝鲜回国，
1963年转业到了银行工作。1988
年，王德启从银行离休。离休后的王
德启并没有在家安享晚年，而是积极
地参加到当地的各种社会活动中。

回首往事，王德启感慨万千，他
常说：“战争残酷，和平来之不易。”

今年已经92岁高龄的王德启
使用起微信来一点不逊于年轻人，
从他的微信昵称“门球王”上可以看
出他十分喜爱打门球。原来他是当
地门球队的队长，还是国家二级教
练员。除此之外，他还组织当地社
区群众练习太极拳和太极剑，他仍
然是教练。

除了体育活动，他还积极投身
于公益志愿活动。在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王德启和其他志愿者一样，不
畏严寒，在社区门口站岗巡逻。他
说：“我是一个老兵，也是一名老党
员，越是在危险和困难时我越要冲
在前，当年敌人的枪林弹雨我都不
怕，现在国家和人民有难处了我更
不能退缩。”

姚宝良/文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近日，
我区启动免费流感疫苗接种工
作，面向人群为 60岁北京户籍老
年人和在校中小学生，接种工作
将持续至 11 月 30 日，为避免接
种点人员聚集和接种工作有序
开展，免费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实
行先预约再接种的方式。

记者了解到，我区 17家免疫
预防接种门诊都可免费接种流
感疫苗，市民如需查询预防接种
门诊的地址，可拨打公共卫生热
线电话 12320 进行咨询，也可上
网查询北京市卫生计生委或北
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站,就

近选择预约接种。
据了解，截至 10 月 25 日，全

区累计接种自费和免费流感疫
苗 6565人。

区卫生健康委公共卫生科
科长史保鑫说：“从现在开始到
11 月底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
时期，请大家不要着急，不要扎
堆儿，带好身份证明和医保卡到
免疫预防接种门诊预约登记。”

区卫生健康委提示，接种疫
苗时要遵循疫情防控的各项措
施，按照接种门诊安排的时间段
前往接种，减少陪同人员数量，
避免在人员聚集的场所停留。

本报讯（记者 陈凯）连日来，
永定镇何各庄村按照“创城”工作
要求，持续加大人居环境整治力
度，对永和新苑南区的楼道和辖
区空地进行提升改造，建设文化
楼门、暖心长廊，全力打造花园式
小区。

记者在小区内看到，每个楼
道的墙壁上都张贴了不同类别的
宣传标语，包含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尊老爱
幼等内容。楼道内增设了桌椅，
方便村民休息聊天。

此外，村委会还对活动广场
进行提升改造，建设暖心长廊，并
在步道两侧种植景观花卉，优化
小区整体环境。

一位村民说：“现在的环境真

好，不但种植了花草、为居民改造
了活动广场，而且还清理了楼道
的卫生，我们生活在这里特别舒
心。”

据了解，今年5月，何各庄村
以打造花园式小区为工作重点，
组织施工方实施环境提升改造工
程，大力整治空闲用地。同时结
合“创城”工作，打造特色楼门文
化，将文明新风的理念植入村民
心中。截至目前，村委会共在7
个楼门张贴宣传标语300多条，
绿化空地5000多平方米，种植各
类花卉3万余株。

一位工作人员说：“今后，我
们会广泛征求村民意见，不断完
善小区环境设施建设，进一步提
升村民的生活质量。”

本报讯（记者 杨铮）近日，大
峪街道向阳社区举办邻里守望
相助，共建美好家园邻里周主题
活动。

活动中，龙泉镇龙泉务村的
表演队带来了小车会表演，演员
们身披彩服，手中挥舞着各式各
样的表演道具，在锣鼓的伴奏下
踩着鼓点尽情地扭着秧歌。媒
婆、傻丫头等经典形象被演绎得
惟妙惟肖,吸引了很多居民前来
观看，现场气氛热闹非凡，掌声
不断。

一位社区居民说：“远亲不如
近邻，邻里节活动把大家聚在一
起，我们看演出、唠家常，倍感亲
切。这个表演节目是咱们区的民
俗特色，我很多年没有看到过了，
今天和街坊四邻在一起欣赏，像
过年一样热闹，高兴极了。”

据了解，除了传统民俗表演，
向阳社区还将邀请其他村居，围
绕邻里乐、邻里颂、邻里情3个方
面，开展便民服务、“创城”宣讲等
多种活动，以此拉近各村居之间、
群众之间的邻里关系。

东辛房街道北涧沟社
区滨河楼共有楼房 9 栋，
284户居民。楼房分别是
70年代，80年代和2000年
的建筑，由于楼房属于老旧
楼房，上下水管道锈蚀严
重，经常出现管道堵塞和下
水管砂眼漏水现象，严重影
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居民
诉求很多。

社区干部多次与物业
公司沟通，于2017年先后
改造了1号、6号、7号、和8

号楼。随后，物业公司发生
变更，其余5栋楼一直未进
行改造，居民们拨打12345
反映管道堵塞问题。

东辛房办事处接诉
后，领导高度重视，组织居
委会干部摸清情况，街道
负责人亲自调度，组织物
业公司、社区居委会和居
民代表多方会议共同协
商。协商会上，决定由办
事处出资对楼外的主管道
进行改造，物业公司负责

居民室内的主管道施工，
解决了资金难题。

为确保施工进度及工
程顺利开展，全部工程由物
业公司的施工单位统一负
责，居委会配合做好施工管
理及消防、安全、宣传等工
作，解决好施工时出现的冲
突和矛盾，积极为工程保驾
护航。目前，工程已开工，
计划于年底前全部完成改
造工作。百姓对处理结果
表示满意。

近日，市民反映龙泉镇三家店村中街公共停车场，部
分停车位被人私装地锁，占用公共资源，希望相关部门加
强管理。

龙泉镇接诉后，三家店一分社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核
实，通过张贴通知、微信群要求相关人员自行拆除，否则将
进行集中清理。随后联合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将三家店村
中街公共停车场及周围道路上的10余个地锁进行了集中
拆除，保障了全体村民的权益。

下一步，三家店一分社工作人员将加大巡查整治力
度，防止私设地桩、地锁行为反弹，并发动居民群防群治，
及时举报，及时清理拆除，为百姓提供一个和谐安定的生
活环境。来电人对此表示满意。

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

▲ 拆除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