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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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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户宣传检查 预防煤气中毒

我区各商超多渠道备货
稳价保障市民“菜篮子”供应

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提供

不忘初心责任温暖身边人不忘初心责任温暖身边人

党员群众响应号召见行动

▲ 清理后

本报讯（记者 杜潇羽 李超）
冬日的北京是寒冷的，然而在大峪
街道临镜苑社区一间小屋里传出
的缝纫机的哒哒声，却在这寒冷的
冬季显得格外温暖。78岁的暖阳
服务队队员闫秀荣，正坐在缝纫机
前为邻居缝补衣物。

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这样做
了。闫秀荣低着头摆弄着一件棉
衣，三两下的功夫就补完一块儿地
方。“我就是给领子里外面换个个
儿，这又跟新的一样了！”她看着手
中的作品，非常满意。

闫秀荣的缝纫手艺，源于她年
轻时在服装厂工作的经历。“那时
候，我们工资只有几十块，家里都
买不起缝纫机。”闫秀荣边踩着缝
纫机边说，“为了买一台缝纫机，我
们只能‘搭伙’买，就是几个人凑在
一起，每个人拿出十块钱，买回来
的缝纫机大家轮流用。”回忆起那
时和邻居们“搭伙”购买缝纫机的
情景，闫秀荣十分感慨。

在闫秀荣珍藏的相册中，有几
张在老房子和邻居们的合影，看
着这几张照片，闫秀荣仍旧十分

感动。“那时生活真的困难，但是
谁家要是有什么事儿，邻居们都会
帮忙，那热乎劲儿现在想起来心里
都是暖的！”

年轻时邻里间的互帮互助，让
闫秀荣倍感温暖，这样和谐的邻里
关系，让闫秀荣在搬到临镜苑社区
后仍在坚持。2017年，临镜苑社区
预备成立一支助老小队，身为第三
党支部书记的闫秀荣，第一个响应：

“我认为这是件好事儿！所以第一个
就在群里响应。”闫秀荣微笑着说。

很快，在社区几位老党员的积

极响应下，暖阳服务队成立了。日
常，服务队主要负责关怀孤寡老
人、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生活帮
助等。家住7号楼的王兰英已年逾
八旬，行动不便。因此，闫秀荣和
小队成员们经常去到王兰英老人
家中，为她打扫房间，陪她聊天。

“我这老妹妹经常来看我。”提起闫
秀荣和暖阳服务队，王兰英老人十分
感激。“平时没事的时候，他们就过来
帮我打扫屋子、做饭，就像我的亲人
一样！”

除了为独居老人送去温暖，暖
阳服务队的成员们还经常化身调
解员，为社区老人处理各种琐碎小
事。无论是杂物占用了公共区域、
宠物咬了人，还是谁家堵了下水道、
邻居之间起了争执，闫秀荣和小队
成员们都事无巨细，为大家耐心解
决。因此，他们被社区老人们亲切
地称为“知心大姐”和“知心大哥”。

暖阳服务队的善举，让大家感
受到了老党员永不忘却的初心和
责任。岁月虽悄然磨去了他们旺
盛的精力与强健的体力，然而他们
依然用自己的能量去照亮身边的
每一个人。在今后的日子里，闫秀
荣和队员们也将继续带着这份热
情，去帮助更多的人。

本报讯（记者 刘鹏）连日来，
龙泉镇琉璃渠社区开展冬季预防
煤气中毒隐患排查和入户宣传工
作。

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入户走
访、检查炉具、宣传教育等形式，
确保社区居民取暖安全，并提醒
居民切记煤火取暖注意事项，保
障生命健康安全。重点叮嘱老年
人，冬季用煤取暖一定要保持室
内通风。

据了解，自去年入冬以来，琉
璃渠社区通过宣传检查，让社区
居民和租户增强对煤气中毒的警
惕性，牢固树立自觉防范、主动防
范的意识。

琉璃渠社区党总支书记陈秀
春说：“自从入冬以来，我们居委
会“两委”成员对辖区的居民用户
进行了宣传检查，继续加强检查
力度，对不合格的炉具进行整改，
确保居民安全。”

本报讯（记者 闫吉 谢琪锦）
受近期的寒潮天气和疫情影响，
市场上蔬菜和水果价格出现不同
程度上涨。我区各大商超、便民
菜站积极采取措施，加大蔬菜调
配力度，保障市民“菜篮子”供应。

记者在壹公里黑山店看到，
货架上的各类果蔬琳琅满目，应
有尽有，多种蔬菜的价格较上周
有所上升，大白菜作为冬季的当
家菜，相比以往，价格有所升高，
涨幅在1元以内，圆白菜每斤也上
升到了4元。

正在挑选蔬菜的市民说：“韭
菜原来是每斤2元9角，现在每斤
4元左右，土豆原来是每斤1元9
角，现在也涨到了每斤2元5角，
还有其他一些蔬菜价格都有所上
涨。”

为确保市场稳定，超市每天
会推出几种保价菜，让市民可以
买到便宜的蔬菜，通过多渠道调
配货源，确保仓库备货充足。

壹公里果蔬运营经理李伟
说：“公司采购部就消费大品，提
前打通了供应链的源头产地，对
比平时增加了 30%以上的订货
量，耐存储的商品提前入库，备货
充足。同时，在新发地我们还扩

大了3000平方米的分拣库房，专
用于货品周转，做到保时保价保
供。”

记者还走访了中门家园社区
的一家连锁便民店，这里的果蔬
种类较为齐全，供应充足。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作为居民家门口
的“菜篮子”，连锁店采取有效措
施，每天对所需果蔬种类监测统
计，积极调配货源。

格林摩尔便民店门头沟区区
域经理边浩伟说：“我们与本地蔬
菜种植基地和其他供货渠道进行
联系，积极筹备菜品，确保各店所
需。各分店还会推出特价菜，所
有蔬菜让利销售。同时，公司还
会派专人进行下店巡查，确保各
店不会出现大规模涨价、断货的
情况，保证居民的日常所需。”

此外，区商务局也采取措施，
通过市级部门联动、与对口帮扶
地区对接等方式，建立沟通共享
机制，提升市场供应能力。同时，
协调生活必需品运输通道，优先
保障运输蔬菜等生活必需品车辆
通行。区商务局还将持续发挥蔬
菜直通车企业服务优势，为购菜
需求强烈的社区，提供点对点送
菜服务，满足百姓需求。

本报讯（记者姚宝良 马燊 郭映
虹）为减少春节期间人员流动和聚
集，严防死守筑牢疫情防控屏障，近
日，京煤集团总医院外科党支部发
出倡议，号召全体党员不出京、不返
乡，带头在京过大年。

外科49名党员在《京煤总医院
外科党员就地过年》承诺书上郑重
签字，坚持减少人员流动、减少旅途
风险、减少人员聚集、加强人员防
护，坚持科学、精准、依法、有效防

控，倡导非必要不出京，做到非必要
不出境。“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
必胜”，体现了党员抗疫的决心和无
私奉献的精神。

外科党支部书记付兰平说：“我
们科有许多家在外地的医护人员，
有的同事从去年疫情发生以来就一
直没有回过老家，他们老家的亲人
都盼望着春节假期的团圆，也有新
婚夫妇分居两地，期望着春节假期
的团聚。但流动就意味着风险，所

以大家都表示，要以大局为重，响应
政府号召，坚决做到春节不离京、不
返乡。”

每年春节临近，随着大量外来
务工人员离京，城市中服务行业的
运行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今
年，受疫情防控的影响，许多外来务
工人员选择在京过年，一方面减少
流动，为自身和他人健康安全着想；
另一方面，也为春节期间城市的正
常运转增添一份活力。

马有国、杨磊夫妻二人都是河
北籍来京务工人员，在大峪地区经
营一家煎饼店，至今已经近 30年
了。往年春节，两人都要回到家乡，
与父母、亲人团聚，同时也给一年的
辛劳画个句号。但今年，他们决定
留在北京过年。

马有国夫妇的煎饼店面积不
大，摆放两个煎饼炉子后，剩余空间
仅够一人通行。小小的屋子里，随
着每次面浆落在炉子上腾起的蒸
汽，显得充满了烟火气。

“还是多来葱，不要辣椒是不
是？”杨磊清亮的嗓音询问着老顾
客，马有国夫妇能记住大部分人的
口味习惯。“多放的葱就不收你钱
了啊。”嘴上开着玩笑，手底下也不
落空，这间小小的屋子，买煎饼的
人、卖煎饼的人，里里外外都透着
熟络。

门口一位正吃着煎饼的顾客
说：“就这个味儿，我从这搬走好几
年了，有机会还是得回来吃上一口，
长时间不吃，特别想这个味道。”旁
边排队的顾客也说：“我从怀孕那会
儿就一天一个煎饼，现在我女儿都
20多岁了，我还在这买煎饼吃呢，就
好这一口儿。”

“今年过年不回老家了，对我们
和家人来说是最好的选择。”杨磊一
边麻利地摊着煎饼，一边说，“不回
去也挺好，一方面能挣点钱，另一方
面也让老顾客过年也能吃上煎饼。”

近日，大峪街道月季园一社区的网格
员，在了解到社区9号楼1单元居民家中厨
房污水管道向外返水后，将情况及时向社区
居委会进行了反馈。

该社区主任立刻到达现场查看情况，并
联系了疏通工人对污水管道进行了疏通。
但是由于管线老化，地下管道损坏，刚疏通
开的管线，不到2小时就又返水了。

第二天，社区联系了专业人员查找原
因。经过排查，由于地下管线断裂造成，需
要更换管道，总费用预计1.6万元。由于该
社区是老旧小区，没有物业管理及相关维修

经费，社区工作人员挨家入户开展思想工
作，筹集维修资金，经过两日的努力，终于将
维修款项收齐，开始施工。施工人员经过3
天的抢修，在污水主管道更换后，又将居民
家中的管道进行了清理，彻底解决了污水返
水问题。居民对社区工作表示非常满意。

该社区充分发挥社区楼门长、网格员、
居民代表及在职党员作用，发现问题第一时
间反馈至社区居委会，主动发现、及时化解，
推动“接诉即办”向“未诉先办”转变，实现小
问题不出社区、大问题不出街道，不断提升
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近日，市民反映龙门新区五区A6
地块10号楼3单元个别楼层堆放了许
多纸箱，存在消防安全隐患，希望尽快
清理。

城子街道接诉后，龙门新区五区居
委会第一时间前往现场核查，楼道内堆
放着纸箱、洗衣机等杂物，妨碍居民正
常通行，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工作人员

通过排查联系到堆放物品的居民，上门
进行了安全教育和劝导，协助居民将杂
物进行了清理并进行了环境消杀处理，
恢复消防通道畅通。反映人对处理结
果表示满意。

下一步，社区将结合春节及防疫工
作，组织社区干部、物业公司工作人员
及志愿者开展楼道清理专项行动，通过

发放宣传单等广泛宣传消防安全知识，
并利用电子屏、张贴宣传海报等方式营
造良好宣传氛围和安全环境。同时，加
强与物业公司联动，加大日常巡查力
度，并充分发挥楼门长作用，及时发现
问题、及时整改，推动“接诉即办”向“未
诉先办”转变，为百姓创造干净、宜居的
生活环境。

▲ 施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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