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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给垃圾找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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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开通疫苗接种服务热线
24小时为市民答疑解惑

本报讯 日前，区卫健委开通
24小时疫苗接种咨询电话，工作
日市民可在9点至18点间拨打
69843156热线电话，节假日及工
作 日 非 工 作 时 间 可 拨 打
69842056热线电话，咨询关于新
冠疫苗接种的相关问题。

“您好！刚刚接种完疫苗，正
常的活动、饮食不会影响疫苗效
果，也无需改变原有的生活习惯。
但接种疫苗后出现发热、乏力、甚
至恶心、腹泻等症状时，应适当调
整饮食、注意休息，避免过度劳
累，更不要酗酒或暴饮暴食。”在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办公室内，
一位工作人员正在耐心地为市民
解答接种疫苗后的注意事项。

区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24小时疫苗接种热线于2月23
日开通，设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办公室，工作日时间咨询员由
固定的3名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工作人员担任，其他时间由值班
人员轮流值守，接听和解答市民
关于疫苗接种的相关咨询服务。

目前，该热线共有4部电话，
市民来电以咨询类为主，主要咨
询内容涉及疫苗接种的禁忌症、
接种点开放时间、接种后注意事
项、接种预约申请、第二针接种时
间等问题。

“针对电话咨询的热点问
题，我们积极与区委宣传部、区
融媒体中心以及各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和镇街对接，利用多种宣
传形式在不同平台，根据市民普
遍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有针对
性的宣传。热线开通后，群众满
意率和回复率均为100%。下一
步，我们还将针对热线电话增长
量，适当增加热线电话数量，进一
步满足群众的需求。”区卫健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

区卫健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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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凯 杨铮）国道
109新线高速公路是我区未来发展
的重要交通支撑，该工程项目也是
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山区路网
的重要举措。目前，各工区在强化
标段施工安全管理的情况下，严格
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和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稳步推进各项工程进度。

第十一工区工程，位于清水镇，
是整条高速公路项目中最远的一个
施工地点，工程穿越了 1镇 4村，内
容包括隧道、互通式立交桥等多项
建设，由于地处深山，大大增加了施
工的难度。目前，所有工程均已全
部开工，进展顺利，预计 2023 年底
将实现全部竣工。

据了解，第十一工区正在同步

推进小龙门特长隧道北京段和龙王
沟 2 号大桥建设任务。其中，小龙
门特长隧道为跨省界隧道，入口位
于北京市境内，出口位于河北省界
内，隧道全长 6412.31 米，北京段长
4387.31 米。2020 年 11 月 24 日，完
成左洞首次爆破任务，工程按照左
右双洞 24小时不间断作业方式，保
障如期竣工。

第十一工区总工程师葛晨雨介
绍：“目前，小龙门隧道左右洞共进
尺 130 米，完成了初期支护。预计
今年 5月份，进行斜井施工，斜井打
通之后，会增加 4个作业面，全力加
快施工进度。”

此外，龙王沟 2 号特大桥于去
年 12月底完成首棵桩基灌注工作，

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 26棵桩基施
工。

在全面复工的同时，该工区还
按照疫情防控各项要求，统筹规划，

稳步推进工程建设。葛晨雨说：“为
了保障施工安全，要求所有工作人
员接种新冠疫苗，保障施工安全和
施工进度。”

本表格由区环境办提供

本报讯（记者 高晴）近日，永定
镇永和新苑南区居民刘月娥正在为
家人准备午饭，择下的菜叶、削掉的
果蔬皮她都扔进了厨余垃圾桶，拆
掉的食品包装被扔进了其他垃圾
桶，垃圾分类已经成为了她的生活
习惯。

刘月娥家的垃圾桶上面贴着一
张常见物品分类表，像塑料瓶、纸箱
这些重点的物品，她都用荧光笔进
行了标注。不仅垃圾桶上有重点物
品的标注，为了更好的加深记忆，她
还打印了一份垃圾分类顺口溜，有
空就拿出来读一读。

刘月娥将垃圾进行分类已经坚
持了很多年。为什么要在家里进行
垃圾分类？她是这样说的：“有一次
看电视节目，介绍垃圾分类不仅可
以减少污染，还可以通过分类回收
把垃圾重新变成资源。从那以后，
我就开始在家实行垃圾分类，我觉
得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

刚刚吃过午饭，刘月娥穿好衣
服，戴上口罩，走出了家门，来到她

的工作岗位，这就是她的另一个身
份——垃圾分类指导员。

67岁的刘月娥是个腼腆内向
的人，但是一提到垃圾分类，却总有
说不完的话。刘月娥一直有一个目
标，并为达成这个目标不断努力
着。“我不仅要在家中做好垃圾分
类，还想带动小区居民一起分类，让
居民形成习惯，并且长久地坚持下
去。”刘月娥说。

刘月娥的主要工作是每日在垃
圾桶前向社区居民宣传垃圾分类常
识、指导居民将垃圾进行正确分
类。在这一年多的工作中，她有很
多的感悟。她说：“最开始做这份工
作的时候挺难的，但是每天站在这
里，每当有居民扔垃圾，就和他们聊
聊垃圾分类的事儿，渐渐地大家也
就理解了，现在大家伙儿都十分配
合垃圾分类工作，我觉得当好一名
垃圾分类指导员最重要的就是要有
耐心。”

在永和新苑南区不仅有刘月娥
这样的垃圾分类达人，还有像孙保

军一样积极投入垃圾分类工作的志
愿者。

孙保军平时喜欢摄影，他发现
短视频非常受居民欢迎，决定拍摄
趣味短视频为居民普及垃圾分类知
识。2020年5月，由孙保军组织拍
摄的关于宣传《北京市垃圾分类管
理条例》的短视频收获不少居民的
好评，这给了他很大动力。随后，孙
保军组织策划了垃圾分类线上教
学，让居民足不出户就可以学习垃
圾分类知识，了解小区垃圾分类工
作的状况。

家住1号楼2单元的何英武一
家，看到了小区群内孙保军发布的
关于垃圾分类的短视频，觉得很受
启发，从那以后就经常关注孙保军
拍摄的视频，成了忠实观
众。“我觉得这种宣传方式挺
好的，让大家在短视频中感
受垃圾分类的重要性。我们
也会把这些视频分享给孩
子，和孩子一起学习。”何英
武说。

如今，孙保军拍摄的作品在社
区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得到社
区居民的赞赏。他说：“我拍摄这些
短视频就是要让小区居民更好地了
解垃圾分类，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
意义的事情，以后我还要拍摄更多
有意思的视频。”

在永和新苑南区还有很多积极
投入垃圾分类工作的人，每个月他
们都会围绕垃圾分类进行主题发
言，大家一起集思广益，想方设法提
升居民对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参与
率。他们还通过一日三巡机制进行
工作排班，对小区垃圾分类工作情况
进行巡查检查，发现问题立即总结、
整改。越来越多志愿者的加入，让社
区的垃圾分类工作更加有声有色。

市委教工委领导来我区开展
春季开学督导检查

本报讯（记者 刘鹏）3 月 2
日，市委教工委副书记李军锋一
行来我区三家店小学开展春季开
学督导检查。区委常委、副区长
庆兆珅一同检查。

李军锋先后参观了三家店小
学的尔雅书院、校园文化墙、校史
馆，详细了解学校春季开学、疫情
防控措施落实、新学期教育教学
计划以及校园环境建设等方面

情况。
李军锋要求，门头沟区各学

校要切实强化春季开学各项工
作，将校园安全措施抓实抓细，做
好后勤服务保障，加大安全隐患
排查力度，确保师生安全；要狠抓
教师队伍建设，强化师风师德，提
高教育教学质量，真正落实“立德
树人”的根本任务，确保春季开学
工作有序开展。

英雄的热血从未冷却
——记炮火硝烟中奋起的英雄城吉林四平

上接（第1版）
战争年代，子弟兵为人民奉

献生命。和平年代，英雄城依旧
为人民谋福祉而不懈努力。

第一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
第一辆四平牌大客车、第一台专用
汽车……新中国成立后，四平创造
了一个个奇迹，有力支援国家建
设，成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要
组成部分。

四平还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
地。全国产粮大县梨树县年粮食产
量超40亿斤，是全国粮食生产五
强县之一，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
后方。

在四平市康达农用机械有限
公司的厂房里，机器轰鸣，近百名
工人正加班加点生产免耕播种

机。“年产近8000台免耕播种机，
供应全国各地。”公司总经理杨铁
成说。四平市拥有一批有自主知
识产权和主打产品的农机生产制
造企业，年产值超20亿元。

近年来，四平市对2000年以
前建成的253个小区分区施策，
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得益于改造
工程，2020 年社区发生了大变
化，这里拥有了规划有序的停车
位、绿植环绕的绿化地和宽敞明
亮的楼道，百姓们的幸福指数大
为提高。

新华社记者 陈俊 孟含琪 薛
钦峰 （据新华社长春2月22日
电）

——摘自 2021 年 02 月 23
日《北京日报》

地区 街镇名称 得分 本周排名

门城地区

东辛房街道 97.6 1

大峪街道 96.8 2
永定镇 96.5 3

城子街道 96.2 4

龙泉镇 94.9 5
潭柘寺镇 94.4 6

军庄镇 94.1 7

其他地区

妙峰山镇 96.8 1
斋堂镇 95.2 2

大台街道 94.9 3

清水镇 94.4 4
雁翅镇 94.1 5

王平镇 9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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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 3月 2日至 8日，政协门

头沟区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胜
利召开，标志着区政协组织成立。
40年来，在区委领导、政府支持以及
历届“政协人”接续努力下，区政协
团结带领各参加单位和广大委员，
积极投身开放门头沟、转型门头沟、
生态门头沟的壮阔实践，走过了不
平凡的历程。为纪念区政协成立40
周年，全面生动展示政协工作服务
大局、履职尽责的奋斗历程，激发政
协委员、政协工作者不忘初心、砥砺
奋进的责任担当，以更加昂扬的精
神状态踏上全面建设“绿水青山门
头沟”新征程，现诚向社会各界征集
有关纪念性实物和图片、音像等史
料。说明如下：

一、征集内容
（一）文书史料
1.筹备区政协成立的相关资料

文件，政协历届大会有关材料，包括

通知、会议文件、领导讲话稿等。
2.2006年以前区政协印发的刊

物、画册、纪念册、简报等有关史料。
3.市区领导视察区政协工作时

的照片、文稿、文件，对政协工作的
批示等。

4.历届委员个人有关政协履职
的信函、手稿、笔记、回忆录等。

5.其他
（二）证件证书
具有历史价值、时代特征或纪

念意义的委员证、会议餐票、出席
证、工作证、徽标、奖状、奖励证书、
奖品、纪念品等。

（三）图片、影像资料
1. 反映区政协历史沿革及委

员、政协工作者风貌的老照片及影
像资料。

2.反映区政协重要会议情况和
委员重点调研、视察、开展民主监督
过程中的老照片及影像资料。

（四）历史物件与史料
具有代表性、纪念性、带有区政

协印记的物品，以及其他有史料价
值的实物与史料。

二、征集方式
本次征集是公益性征集，采用

捐赠、暂借、网络提交三种方式进
行。

1. 自愿捐赠。收藏单位或个
人，本着自愿的原则，将所收藏照
片、物件等无偿捐赠给区政协，区政
协将为照片、物件提供者颁发捐赠
证书。

2.暂借复制。对于不便捐赠的
物件和史料，可由我办与所有者协
商后暂借，进行复制、复印、拍照、刻
录后，归还所有者原件。

3.网络提交。鼓励大家通过拍
照或扫描的形式，将持有的图片、文
字等史料制作成电子文档或电子压
缩包，发送到区政协指定邮箱。

三、征集说明
1.此次征集史料供区政协筹办

纪念大会、印制纪念册、制作宣传片
使用。

2.所征集的纪念性实物及史料
力求尊重历史事实、准确无误。

3.请提供者对所提供的物件附
简要文字说明：提供者姓名，现（原）
工作单位及职务、联系方式，资料反
映的事由、时间、地点等。

4. 本启事自发布之日开始，截
止到2021年3月31日。

竭诚欢迎各界人士提供有价值
的史料，并通过适当方式将资料发
送至区政协办公室。

联系人：谭宏伟
联系电话：69867840
电子邮箱：mtgzxliushi@126.com

门头沟区政协办公室
2021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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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精神铸就最美柠檬黄
区公共文明引导员开展环境整治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刘焕敏）
近日，我区181名公共文明引导
员围绕着“爱满京城”学雷锋志愿
服务活动主题，开展了环境整治
活动，进一步弘扬了“奉献、友爱、
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

公共文明引导员们用心擦拭
着每一块公交站牌和座椅，仔细
清扫站台的每一个角落，将自己
心爱的岗位打扫干净，为市民出
行提供了一个干净舒适的环境。
他们还从家中拿来了抹布、水桶、
消毒液，认真擦拭过街天桥2座，
清扫捡拾道路两侧及S1线周边
公园的垃圾61袋，擦拭橱窗12
块、站牌6块、座椅4排，劝阻不文

明行为17起，咨询指路7次。
区公共文明引导员作为一支

志愿服务队伍，长期以来将雷锋
精神融入到志愿服务当中。在日
常的岗位上，公共文明引导员们
任劳任怨，拾金不昧、扶老携幼、
帮助特殊群体。下岗后，大家自
发地来到敬老院等地为老人、残
障儿童包饺子、擀面条、理发、打
扫卫生，同时，还积极参与社区垃
圾分类、疫情防控等志愿服务。

1至2月，区公共文明引导员
们收到市民赠送的锦旗1面、表
扬信2封，来自12345热线表扬
电话一通。如今，老百姓亲切的
称柠檬黄为“活雷锋”。

本报讯（记者 姚宝良）3 月 3
日，记者登上金顶妙峰山，一睹云
海壮观景象。

妙峰山是距离京城最近的千
米高峰，主峰海拔 1291 米。近日
的降雪使这里变成了冰雪世界，虽
然平原地区的雪已融化，但妙峰山
上依然是白雪皑皑。由于这里海
拔高、气候独特，雪后初晴时出现
了云海奇观，山峦在奔涌的云海中
若隐若现，宛若仙境，美不胜收。

妙峰山顶妙峰山顶
观云海观云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