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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加装无障碍设施
确保老人出行安全

破壁机噪音扰民 小妙招化解矛盾

新桥社区
快速处理百姓烦心事

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提供

赵家台村被评为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村

新学期新气象新学期新气象 垃圾分类不放松垃圾分类不放松

▲ 制作隔音罩

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整治宠物饲料市场

付家台中心小学
开展手工制作周活动

用行动诠释医者仁心

外教进社区

家门口享异域文化大餐
本了讯（记者 谢琪锦）One、

two、three、four……龙泉镇三家
店东南街社区居民活动室传出了
有力的节拍声和轻松欢快的非洲
鼓音乐。社区居民跟着外籍教师
学起了非洲舞，脚上的动作从凌乱
到灵活，配合着节拍，越来越熟练。

近日，两名来自南非的外籍
教师分别走进了龙泉镇三家店东
南街社区和东辛房街道石门营新
区六区，为社区居民带来了一场
异域文化大餐，让他们在家门口
亲身体验到了原汁原味的非洲舞
蹈。居民们通过肢体语言表达对
舞蹈的热爱，既锻炼了身体，愉悦
了心情，也加深了对不同国家语
言、文化的了解。

社区居民兴高采烈地说：“平
时都是和邻居们一起在活动中心
跳广场舞，这次听说外教来家门口

教非洲舞，听着就新鲜。非洲舞和
我们平时跳的舞蹈不太一样，节奏
感很强，很有活力。以前常听家里
上小学的孙子说学校有外教课，现
在我们也赶时髦，上起了外教课。”

据了解，外教进社区是我区
落实北京“两区”建设的创新举
措，也是一项惠民工程。目前，全
区所有中小学都配备了外教，确
保孩子们周周都有外教课，实现
了外教进校园、外教进课堂、外教
进社团。同时，为进一步用好用
足用活外教资源，区教委积极探
索实践外教进社区的新模式，推
动优质资源发挥作用。

区教委主任陈江锋说：“我们
还将持续推进外教进社区项目，
充分发挥外教在服务社区教育工
作中的积极作用，为广大市民服
务，丰富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本报讯（通讯员 王晓明）近
日，大峪街道新桥社区8楼4单元
的韩先生到居委会反映，近两日
有一条流浪狗经常出入该单元,
楼道一、二层都是狗的粪便。

社区网格员立即到现场核
实，果然发现楼道里臭气扑鼻。
网格员迅速找来沙土对现场进行
彻底清理，随后又全面消毒，居民
连连表示感谢。

中午下班时，社区工作人员
发现流浪狗又来到此处，立刻拨
打公安派出所电话请求协助处
理，居民对社区高度重视的工作
态度以及工作成果表示非常满意。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已成
为新桥社区的工作常态，不管是
停水停电、房屋漏雨，无论多晚只
要是居民的烦心事、糟心事，保证
件件有回复，事事有落实。

本报讯（通讯员 李武）为提
高学生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和可
持续发展意识，近日，雁翅镇付
家台中心小学开展了手工制作
周活动。

学生们用自己的巧手，让生
活中的废旧物品重新展现新的
生命力。为了更好地发挥手中
废旧物品的价值，实践环保的理
念，同学们可谓绞尽脑汁，各种

创意层出不穷。易拉罐、塑料瓶、
一次性筷子、果蔬皮……在学生
眼中都是宝，通过组合、剪切等方
式，赋予了它们新的活力。

同学们能够将想法、知识创
新地运用到制作中去，件件作
品别出心裁。此次活动不仅培养
了学生们的动手能力和运用知识
的能力，而且还激发了大家珍惜
资源的热情。

本报讯（通讯员 杨树振）
为规范宠物饲料经营秩序，保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近日，区农业
综合执法大队在永定镇开展宠
物饲料市场整治规范专项行动。

执法人员走进宠物用品店、
大型超市及宠物诊疗机构，重点
核查宠物饲料产品是否证号齐
全、是否拆包分装、是否霉变超
期等，确保商品质量可靠。与店
铺明确主体责任，强调完善进货
查验、安全储存、留样备检、定期
核准保质期等制度；进一步规范
进销货台账填制信息，确保产品

可追踪溯源。同时，通过进店
铺、进社区，对宠物饲料经营者
和宠物主发放告知手册，宣传

《宠物饲料管理办法》《宠物饲料
卫生规定》等法规，保障买卖双
方权益，合力净化宠物饲料经营
市场环境。

3 月以来，区农业综合执法
大队共检查宠物店、动物诊疗机
构及其他宠物饲料销售门店 32
家，发放宣传材料 300 余份。区
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将持续加强
行业监管，净化市场环境，保障
消费者合法权益。

本报讯（记者 屈媛）潭柘寺
镇赵家台村按照“户分类、村收
集、镇运输”的垃圾收运模式，坚
持以服务促管理，多举措做好垃
圾分类与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去
年，被评为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
示范村。

走进赵家台村，记者发现，整
个村里没有一个垃圾桶，干净整
洁的环境让人眼前一亮。为了开

展好垃圾分类工作，每天下午 5
点，两位垃圾分类指导员，挨家挨
户收运村民早已分好的生活垃
圾。

垃圾分类指导员刘平说：“以
前，大家不知道垃圾该如何分类，
通过垃圾分类指导员和志愿者们
勤说、勤捡、勤问、勤答，让大家知
道如何进行垃圾分类。现在，大
家垃圾分类的意识越来越强。”

垃圾分类工作的有序开展，
不仅得益于及时的上门清运，更
离不开村民分类意识的提升。在
村民孙凤芝家中，厨房、客厅、院
子里都放置了分类垃圾桶，按照
分类指引，将不同垃圾分类投放。

赵家台村是远近闻名的民俗
旅游接待村，为了打造烟头不落
地的村容环境，村委会在每条街
道都配置了特色烟灰缸，引导村

民和游客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民宿旅游接待户张渝苹说：“我们
都会向游客宣传垃圾分类的知
识，共同维护村里的环境卫生。”

据了解，为进一步提高垃圾
分类的知晓率，赵家台村通过开
展入户敲门行动、发放垃圾分类
宣传资料、悬挂横幅、张贴海报等
方式进行广泛宣传，持续营造全
民参与垃圾分类的良好氛围。

本报讯（记者 高佳帅 杨爽）
我区各中小学在新学期里，积极开
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通过多种形

式持续巩固垃圾分类教育成果。
“现在，垃圾分类已经与我们

的生活密不可分了，我相信大家

一定有过很多垃圾分类的
经历……”龙泉雾小学操场
上，10 多名学生围在操场
垃圾分类宣传展板前，仔细
聆听垃圾分类小达人讲解
垃圾分类相关知识。

一位学生说：“我觉得
垃圾分类要从自己做起、从
每个家庭做起，我们生活的
环境才会越来越好。”垃圾
分类意识持续加深，分类行
动自然渗透到学生的日常
行为当中。

午饭时间，学生们在老
师的指导下，水果包
装 袋 投 入 其 他 垃 圾
桶，将食物残渣倒入
厨余垃圾箱。午饭结

束后，老师让学生结合每
天的实例，与其他同学一
起讨论、分享垃圾分类相关

知识。
新学期开学以来，龙泉雾小

学结合假期实践活动，积极开展
主题班会、板报宣讲、知识竞赛等
多项活动，并融入“光盘行动”教
育内容，鼓励学生用实际行动践
行垃圾分类，增强文明环保意识。

龙泉雾小学大队辅导员徐欣
然说：“本学期主要是通过学校的
板报、宣传片等方式，继续开展‘小
手拉大手’活动。让学生和家人互
帮互助，并让学生们在龙泉雾村内
进行桶站值守，通过孩子的影响力
进行垃圾分类宣传。”

本报讯(记者 高晴）他是同事眼
中的佼佼者、病人眼中的好大夫、邻
居眼中的热心人，作为一名基层医
务工作者，他始终以服务人民为己
任，默默奉献、勤恳工作，他就是北
京京煤集团总医院门矿医院中医科
医生于清泉。

从医17年来，于清泉始终把“医
者仁心”当做行医的信念和做人的根
本，从农村到城市、从学生到医生，他一
直坚守着这份信念，从来没有改变过。

于清泉说：“学医路上对我影响
最大的人就是我的太姥爷，母亲总
是跟我提起他，他是十里八乡有名

的村医，不管谁找他，也不管是阴天
下雨，他都会背着药箱前去诊疗。
母亲说起太姥爷时脸上洋溢的自豪
和言语间的期许，在我幼小的心里
埋下了想要成为医生的种子。是太
姥爷第一次让我知道‘医者仁心’这
4个字，也是太姥爷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让我感受到一名医生的伟大。”

一名优秀的医生，离不开技术
和态度的双重修炼，更离不开沉下
心去砥砺的医者情怀。10多年来，
于清泉始终怀有一颗医者仁心，脚
踏实地为他所热爱的医疗卫生事业
不断努力。于清泉的努力也换来了
患者的认可和尊重。

一位患者说：“在我治疗的过程
当中，于大夫发现我浑身是汗，就问
我这个情况多久了，什么时候出汗出
的最多……我觉得于大夫非常认真、
热心，他的医术很高明，医德很高尚。”

作为一名医生，于清泉一切以
患者为出发点，全心全意守护居民
健康。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他积极
投身公益，回报社会。

于清泉累计无偿献血总量

10000毫升，进行造血干细胞捐献
登记，希望能够用自己的行动敬畏
生命、挽救生命。他每个月给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捐款350元、中国社会
福利基金会捐款145元，希望用自
己的力量帮助到身处困境中的人。

他积极报名参加社区防控值
守，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为居民采
集信息、发放出入证、在社区卡口测
体温。这些经历也让他对“医者仁
心”有了更深的诠释。“经历这些之
后我明白作为一名医生，不仅要对
自己的病人怀揣仁心，其实更是要
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去帮助那些需要
帮助的人。”于清泉说。

17载初心不变，于清泉依然记
着初为医生时，自己许下的誓言：

“做医生，要始终怀揣着一颗仁爱之
心。”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医者
仁心的真谛。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近日，北
京八中永定实验学校按照学生入校
手机管理工作的相关要求，通过签
订《倡议书》、手机集中管理、开通座
机热线等多种方式，为学生身心健
康成长保驾护航。

记者在学校内看到，每位年级

主任的桌子上都有一部专用座机，
学生家长可以通过它联系到学生或
学校老师，保证家校应急联络。学
生遇到紧急情况时，班主任会通过
自己的手机第一时间与家长联系。
与此同时，学校加强了课堂教学和
课后作业管理，要求老师布置作业

和学生完成作业的方式，都不能与
手机相关。

对于学生需要带手机进校的情
况，学校要求家长书面向班主任提
出申请，学生进班后要将手机交由
班主任保管，禁止带手机上课。学
生和家长也签订了《禁带手机承诺

书》，如果学生违反使用手机规定，
手机将被暂扣。

北京八中永定实验学校团委书
记刘丹丹说：“我们让学生参与丰富
的活动，体验与身边朋友之间接触
的快乐，让学生从意识上和行动上
减少将手机带入校园。”

近日，斋堂镇马栏村的村民反映，自己是独居
老人，自家地势较高出行不便，希望相关部门协助
安装安全扶手。

斋堂镇接诉后，工作人员进行了现场勘查，马
栏村地处山区，房屋基本都建在山坡上，反映人是
村里的五保户，台阶是老人每日出行的必经之
路。斋堂镇高度重视，召开专题会，对全镇五保户
的住房情况进行全面排摸，统一加装无障碍设
施。工作人员详细了解了民用建筑设计标准等政
策，并征集了个人和村委会意见后，聘请专业施工
队伍，对符合条件的8户分散供养五保户安装了
台阶防护栏和防护扶手。反映人对处理结果表示
满意。

近日，城子街道龙门新三区B9地块6号楼的
居民反映，每天早上天不亮就有破壁机工作的声
音，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严重影响休息，希望相
关部门协调解决噪音扰民问题。

城子街道办事处接诉后，社区工作人员立刻
展开调查，在每个单元每层都张贴了温馨提示，但
在张贴的第二天，二单元的温馨提示被全部移除，
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于是进行逐户排查。经
过走访，二单元内确实有居民每日早上使用破壁
机制作豆浆，社区工作人员与居民协商调整使用
时间，遭到居民拒绝。

为了化解噪音扰民问题，社区工作人员努力
寻找解决方法，利用隔音板制作了一个破壁机隔
音罩，经过隔音测试，声音有所减小，随后协调居
民将破壁机挪移至厨房阳台处。解决了噪音扰民
问题，反映人对社区工作表示满意。

事情虽小，但充分体现了社区干部全心全意
为民服务的决心，群众无小事，从百姓关心的事情
做起，以实际行动当好群众的贴心人，不断增强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做好家中源头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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