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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台寺景区有了微型消防站

▲ 检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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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镇紧急抢修
1400户居民恢复用水

门头沟热心人拾金不昧

东辛房街道垃圾分类驿站
让垃圾分类更高效

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提供

建
立
体
停
车
库

建
立
体
停
车
库

精
准
直
击
停
车
难

精
准
直
击
停
车
难

急诊室故事：这个春节我在岗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春节，理应

是一家人团圆的日子，但有那么一
群人却放弃了与家人的团聚，默默
坚守在岗位上，用实际行动诠释着
白衣天使的神圣职责，他们就是坚
守在医院的医务工作者。

傍晚6点，天色渐暗，但在区医
院的急诊科里仍然是人来人往。在
留观病房里，区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
师李筱姝正在逐一看望留观的病人。

“大妈，明天您就不用再输液
了，咱们收拾好东西就可以回家了，
春节期间，您看到孩子们回来可能
会激动，但一定要注意情绪，多休
息，咱们踏踏实实、开开心心地过这
个年。”李筱姝一边拉着患者的手一
边叮嘱着。

今年42岁的李筱姝来自江苏
省，从医已有20多年，自从选择了这

个行业，李筱姝回家的次数也越来
越少，今年，她决定留京过年。

“以前都是一年回家4、5次，后来
基本上就回去1次，从去年开始就没
回过家，其实非常想家，尤其到了春节
这个时候就更想了。我常常跟家里人
视频，跟父母聊聊天，心里就能踏实许
多。”李筱姝一边整理材料一边说。

晚上8点半，医院外面一片安
静，但在急诊科的走廊里依旧能听
到急促的脚步声和嘈杂的说话声。

“李主任，又来了一个病人，说肚子
不舒服，您看一下？”“李主任，留观
室的病人想换个液，能不能换？”“医
生我这个药在哪里取？回家怎么
吃？”面对一名又一名患者和突如其
来的问题，李筱姝没有慌张，她放下
手中的水杯，耐心对待每一名患者，
解决每一个问题，在她看来，这些已

经习以为常。
“因为急诊科本身就很特殊，来

看病的通常都是急、危、重的患者，
所以岗位的特殊性也就决定了我们
要比其他科室更忙，到了春节更是
如此，我们科室的人也都习惯这
样。”李筱姝说。

处理完手头上的工作后，李筱
姝终于坐下来歇息喝口水，时间已
经是晚上12点了，才想起来自己还
没吃晚饭，从抽屉里拿出早就煮好
的饺子，虽然这时没有工作，但李筱
姝吃饭的速度却很快，短短 5分钟
就吃完了。“急诊的病人随时都会
来，所以我们吃饭都会很快，不能耽
误太久，这样会影响工作。”

急患者之所急，想患者之所
想。把病人当亲人，时刻有一颗为
病人着想的心，李筱姝是这样想的

也一直是这样做的，在她看来，每一
位患者的康复都是推动她工作不断
前行的最大动力。

李筱姝说：“急诊科确实是辛
苦，但是当我们看到救治的患者病
情好转和他们脸上的笑容时，我就
觉得这一切都值得。”

有一种力量叫温暖，有一种担
当叫坚守，正是因为有许多像李筱
姝一样坚守在岗位的医护人员，我
们才能度过一个幸福团圆的年，他
们用爱和温暖呵护生命之光，对于
他们来说，医生不仅仅是一个职业，
更是一份责任。

本报讯（记者 马燊）近日，位于
永定镇小园地区的一座面向社会开
放的立体停车场投入试运营，有效
地缓解了停车难的问题。

立体停车场位于小园地铁站南
侧，在入口处设有醒目的收费公示
牌。据区城管委工作人员介绍，收
费标准为 15 分钟 1 元，这是经过区
域整体情况考量和横向比较后制定
的价格，针对周边社区居民来此停
车，运营公司也正在制定相应的收

费标准。作为全区首个由政府建
设，面向社会公开的立体停车场，正式
投入使用后，服务范围将辐射云翔嘉
苑、小园三区、小园四区等多个社区。

立体停车场运营公司负责人
说：“将来会对周边小区的居民设计
信息优惠认证，提高停车场的使用
效率，解决周边的停车难问题。”

除了价格，百姓最关心的还是安
全和管理。据了解，小园立体停车场
占地面积1194.61平方米，内设3座3

层停车楼，最多可容纳车辆 194辆。
车库采取轮替升降停车的方式，最大
程度增加容积率，同时，安装了多项
智能设备，保证车库运行安全有序。

据了解，立体停车场设有声光
报警装置，当车辆和行人进入停车
区域，就会触发报警装置，有声音和
红色光线的警示，这时候可以升降、
移动的停车设备便会停止运行，进
一步保障了车辆和人员的安全。

与路侧停车相比，停车场专业

化的管理，省去了私家车主许多不
必要的麻烦，这一点家住云翔嘉苑
的社区居民最有发言权了。

“周边路侧停车不太安全，出现
剐蹭也不好解决。这个立体停车场
投入使用以后，我觉得方便安心多
了。”一位市民说。

在停车场出口，除了有常规收
费方式外，还增加了ETC收费模式，
进一步为市民提供了方便、快捷的
出行条件。

本报讯（记者张欣皓谢琪锦）中门花园社区卫生服务站在2017
年因所在区域棚户区改造而停诊，近日，迁址重建后的全新服务站
正式恢复接诊。

新建的服务站位于中门寺南坡小区22号楼305室，室内宽敞明
亮，干净整洁。诊室由原来的 1个增加为 3个，服务内容也更加丰
富，增设理疗室、治疗室，并配备了相应的诊疗设备，可全方位提供
综合性医疗服务。诊疗时间为周一至周五 8时至 12时，13时 30分
至17时30分，周末不开诊。

一位前来就诊的市民说：“中门花园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开诊对
于老年人来说真是太便利了，有时子女不在身边，上大医院不太方
便，在这儿就能看病、拿药，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据了解，中门花园社区卫生服务站隶属于京煤集团总医院社区
医疗科，总面积约为200平方米，共设置了两个全科诊室和1个中医
诊室，可服务周边4个社区，30000余名群众。

中门花园社区卫生服务站站长赵炳华提示市民：“参保人员来
这里就诊，需要更改定点医疗机构，退休人员带医保卡到就近的政
务服务中心添加或更改定点社区卫生站，在职人员由所在单位更改
或添加。”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连日
来，东辛房街道大力推进垃圾分
类驿站建设，实现垃圾投放、分类
引导和政策宣传等功能的“一站
式”管理，提升居民对生活垃圾的
自主分类意识。

记者在矿建街 268 号院社区
大门外看到，占地 15平方米的垃
圾分类驿站干净整洁，具备智能
语音、厨余称重、蒸汽清洗、可回
收物暂存等多种功能，驿站工作人
员还会定期进行喷雾式消毒，为居
民投放垃圾创造良好卫生环境。

垃圾分类驿站有专人值守，
与普通垃圾桶站相比，垃圾吞吐
量多出一倍，能够满足附近500户
居民的投放需求，完备的设施、有
效的引导，使居民的分类意识和
分出率不断提高。

圈门社区党委书记高奉强

说：“垃圾分类驿站建成以后，我
们对社区居民进行了广泛的宣
传，让居民积极参与到垃圾分类
工作当中来，现在我们社区整体
的垃圾分出率能达到85%以上。”

据了解，东辛房街道目前共
建成4个垃圾分类驿站，分别位于
石门营四区、龙苑小区、矿建街
268号院和东辛房 24号院。驿站
投入使用后，这4个小区厨余垃圾
分出率平均值由之前的 13%提高
到22%。

东辛房街道工作人员赖思芩
说：“我们将持续推广垃圾分类驿
站的模式，根据建设规划和居民
建议的综合考虑，计划再建 10座
分类驿站，来替代传统投放模式，
让居民的生活垃圾投放方式越来
越清洁，越来越便利，持续提高老
百姓的积极性。”

本报讯（记者 杨铮 陈凯）
近日，区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区文
旅局、永定镇在戒台寺景区建立
微型消防站，进一步强化多种形
式的消防队伍建设。

据了解，戒台寺景区微型消
防站内配备了火灾逃生面罩、消
防战斗服、水带等 10余种消防设
备器材。同时，景区还组建了 20
人的应急消防队作为微型消防站

的常备力量，加大日常巡查和消
防技能培训力度，确保一旦发生
火灾事故，能在第一时间迅速响
应，及时有效处置。

除了建立微型消防站，区消防
救援支队还与景区联合开展灭真
火、出真水救援实战演练，检验景
区“一警六员”消防基本技能实操
实训考核效果，进一步提升景区应
急消防队的初起火灾扑救能力。

本报讯 日前，一位家住龙泉
镇中门寺南坡社区的居民将一面
书写有“拾金不昧品德高 服务群
众暖人心”的锦旗送到了岳家坡
村党支部。

据了解，岳家坡村村民宋长
银在社区内遛弯儿时捡到一部手
机，第一时间交到了村党支部，村
干部立即联系中门寺南坡两个社
区居委会和物业工作人员，通过
社区内的“南坡热心人”“社区志
愿者群”“业主服务群”等多个微
信群转发招领启事，寻找失主。

在村、居、物业的共同努力

下，第2天上午11点，失主在看
到转发的微信后联系到了岳家坡
村党支部。经与失主核实信息并
进行登记后，将手机归还给了失主，
失主对宋长银、岳家坡村支部干部
表示感谢，并制作锦旗表达心意。

宋长银是岳家坡村志愿者，
在“创城”、防疫等各项志愿活动
中不怕脏、不怕累，处处冲在最前
面，彰显了“门头沟热心人”的志
愿精神。今后，龙泉镇“门头沟热
心人”队伍将继续共同努力，在各
项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龙泉镇/供稿

近日，王平镇市民反映，
河北社区电厂楼一直没有路
灯，市民夜间出行不便。河北
社区接到诉求后及时联系物业
人员商讨、协调解决市民诉求。

电厂楼原为王平电厂的
职工家属楼，归企业管理，后
因企业倒闭，家属区等相关设

施没有得到及时维护，路灯等
基础设施相继损坏。社区党
委担负起责任，经社区领导和
物业公司多次协商，最终达成
由物业公司负责电厂家属楼
的路灯安装照明及后续维护
工作。

近日，家属楼附近区域路

灯均已安装完成并投入使用，
这给市民带来了极大的便
利，居民夜晚出行再也不用
摸黑打手电出行了。路灯建
设完成后河北社区受到了家
属楼全体居民对社区党组
织、居委会和物业公司的表
扬及感谢。

近日，龙泉镇中门寺南
坡小区10号楼的市民反映，
自家停水大约半小时了，联
系不到物业人员，希望能够
尽快修复，及时恢复供水。

龙泉镇接诉后，中门寺
南坡社区工作人员立刻联系
物业公司人员进行现场勘
查，疑似水泵房设备故障引
发停水，造成两个社区10栋
楼5层以上住户停水，涉及
约1400户居民。区、镇领导
高度重视，第一时间达到现
场进行调度，协调社区、物
业、自来水公司及设备生产

厂家等单位进行抢修，并调
配两辆水车进行临时供水。

社区工作人员积极做好
群众安抚、秩序维护等工作，
并为行动不便老人提供送水
服务。经过4个小时的抢修，
技术人员对供水系统进行了
全面排查调试，重新启动系统
后，恢复正常供水。为了确保
居民正常生活，龙泉镇与自来
水公司对接，于次日用水高峰
时段安排专业人员再次对供
水系统及主管线水压进行全
面排查、诊断，保障居民度过
一个平安和谐的春节。

中门花园社区卫生服务站重新接诊中门花园社区卫生服务站重新接诊

▲ 安装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