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旁的花草争奇斗艳，树上的喜鹊飞来飞去，
地里的播种机马达轰鸣。6月28日，王佐镇西王佐
大队“首届农耕文化节”在西王佐科普农业文化体
验园启动。西王佐村一手抓好疫情防控，一手抓好
复工复产，在夏种时节，不误农时，抢种了150亩谷
子和高粱。

据了解，科普农业文化体验园位于西王佐村的
牤牛河畔，占地500亩，其中，150亩用来种谷物和
高粱，其他分别为市民一分地体验区、河畔休闲区、
农业机械发展区等。走进科普农业文化体验园，只
见东面是绿树成荫的林地，大约有200亩，种的是
白蜡、油松和元宝枫等树种，已是树木成林、绿树成
荫。西边的苗圃基地更是郁郁葱葱，西北面是一分
地体验区，一畦一畦的蔬菜也是绿油油一片。园子
里还展示着各种老式拖拉机、播种机和农具，是开
展亲子农耕教育、休闲打卡的胜地。

牤牛河因河流纵坡陡，每当山洪暴发之时，洪
水咆哮而下势如牤牛，故得名牤牛河。科普农业文
化体验园就在牤牛河两岸和青龙湖是近邻，区域内
水资源丰富，地理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很适合搞科
普农业项目。“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丰台实验学
校就坐落在体验园北边，我们努力将科普农业文化
体验园打造成社会实践大讲堂，为学生及市民提供
一个了解体验农时、农耕、农作物的科普农业文化
园。”西王佐村党总支书记赵志强说。

赵智和 文并摄

牤牛河畔夏种忙
丰台再添打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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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起责任 冲在一线 快速反应 狠抓落实

广大社区工作者用心用情服务辖区居民

“七一”前夕，南苑街道各社区组织开展了“共产党员献
爱心”活动。据了解，所得款项将用于助老、助医、助学和应
急救助等慈善项目。 史莉 文并摄

6 月 23 日，卢沟桥乡启动乡域内常住人口核酸检测工
作。截至6月26日，全乡常住人口约16万人全部完成咽拭子
样本采集。 穆慕/文 张雪峰/摄

为高效有序完成核酸检测采样工作，王佐镇党员干部全
力保障医务人员开展工作，筑牢辖区居民生命安全屏障。

刘霞/文 王博/摄

天色已晚，南苑乡核酸检测采样点的医护人员还在紧张
忙碌。 蒲金艳 文并摄

6月29日，在云岗街道北区社区检测点，临时党支部发
挥统筹引领作用，组织区街下沉干部、社区工作者、“民情前
哨”志愿者、物业党员员工齐上阵，共同服务保障居民高效有
序做好核酸检测采样工作。当天，云岗街道7个检测点共采
样21265人。 张艳平 文并摄

长辛店街道办事处组织城管执法队、市场监督管理所、
安全生产检查队，对长辛店大街地区居民反映强烈的问题进
行了错时联合执法，严格排查食品供货来源，并耐心指导商
户按照防控指引进行经营。 李海成 文并摄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丰台区广大社区工作者靠
前服务、主动作为，争做疫情防控中的“逆行者”、平
安家园的“守护者”、文明行为的“播种者”，在疫情
防控阻击战中用心用情服务辖区居民，不断贡献自
己的力量。

外柔内刚 保驾护航

6月13日凌晨两点半，新村街道银地第二社区
居委会委员于霄霞接到紧急通知后，不顾5岁女儿
的哭闹，立即返回工作岗位，与居民一同隔离在小
区里。从那一刻开始，宣传引导、物资保障、沟通协
调、核酸检测等一系列重任，都压在这个不到90斤
的瘦弱女子肩上。

为了第一时间对小区全员进行核酸检测，做到
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于霄霞不顾烈日高温，帮
助医务人员录入采样信息，密不透气的防护服一穿
就是8个多小时。手掌被泡得起皮，眼睛被汗水刺
痛，她仍然坚持工作，因为她知道，此时此刻时间就
是生命。

因为小区实行封闭管理，为了不影响居民生
活，于霄霞和同事们挨家挨户买菜送菜。为了运送
方便，于霄霞甚至现场学会了三轮车、电瓶车等各
种车型的驾驶技能，有时一天就往返送货 60 余
趟。社区居民心疼她的身体，于霄霞却暗暗告诉自
己：“为了居民的健康安全，一定要做好大家的服务
工作，绝不给社区的防疫工作拖后腿。”

每天晚上，于霄霞才能有一点儿时间和5岁的
女儿视频通话。可一旦有居民来电，她就顾不上女
儿的哭泣，挂断视频赶往现场忙碌。

不落一人 不留死角

傍晚，卢沟桥街道和风四季社区服务站副站长
常永兰刚下班回家，还没来得及看一眼孩子，就收
到了街道的紧急通知：“马上对新发地市场重点人
员进行核查，今晚21点前完成。”看完消息的常永
兰下意识地瞅了一眼家里的表，19点03分，时间紧
任务重，容不得多想，她转身就出了家门。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奋战，常永兰终于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了任务，她抬起手揉了揉僵硬的脖子，端
起水杯润了润说哑的嗓子，又继续敲打起键盘，整
理好相关的表格，为明天的排查工作打好基础。当
她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已经是晚上11点多
了，孩子早已睡着，脸上还挂着哭着要妈妈的泪痕。

自从社区党委将健全防控台账的重担交给她，
常永兰始终把责任放在首位，坚持每天工作第一个
来，最后一个走。面对繁重的任务，她总是微笑地
说：“这个事好办，保证完成任务！”不落一人，不留
死角，是常永兰给社区党委立下的“军令状”。仅6
月15日以来，她负责的数据统计组已核实数据10
余批，涉及近400人，所有重点人员均单独建立台
账，为社区防控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争分夺秒 严防死守

“@所有人，请大家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单位，马
上！”凌晨三点，西罗园街道洋桥村社区书记王珺在
微信群里发布了紧急通知，因为小区发现确诊病
例，为防止病毒扩散，社区工作者开始了一场与时
间的赛跑。

病例确诊后，社区迅速行动，严格封闭小区管
理，只留一个出口，严格查证、查车、测温等措施，做
好替岗安排，确保值守点位不断人。同时，社区迅
速联系密接人员，安抚情绪，做好相关人员的集中
隔离准备。为避免出现意外，王珺带领社区班子成
员，在隔离户楼道中通宵守候，直至疾控中心将密
接人员接走。次日清晨，忙碌了一整夜的他们，又
迅速联系蓝天救援队，对小区进行全面专业消杀。
面对居民出现的恐慌情绪，社区安排值守人员做好
宣传引导，及时公布处理情况，解释政策规定，引导
居民不信谣、不传谣，加强科学防护。动员包楼干
部挨个打电话联系居民，迅速摸排社区内去过新发
地的居民和商户，并组织400余名居民进行核酸检
测，确保重点人员不漏一人。

从凌晨三四点召开紧急会议，到晚上十一点摸
排居民情况，从通宵守候保障密接者集中隔离，到
炎炎烈日下穿着防护服组织居民检测，王珺带领社
区工作者们争分夺秒、严防死守，阻止疫情在社区
蔓延。

在长辛店镇核酸检测现场，工作人员不定时地
为检测点进行统一消杀工作，保证核酸检测工作高
效有序、安全运行。 褚晓蒙 文并摄

本报讯（通讯员 张妍）7 月 1 日上午，
东铁匠营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举行揭牌仪
式，原由市、区相关部门行使的431项行政
执法权正式下放至街道。此次“赋权”之举
意在推动执法力量下沉、为基层治理增效，
破解长期以来“看得见管不了、管得了看不
见”的基层执法难题。

“今天是建党 99 周年纪念日，在这个
庄严时刻，请队员全体起立、庄严宣誓，让
我们齐心协力投入辖区综合治理、建设和
谐宜居铁营。”动员会上，新成立的综合行
政执法队队长张一民鼓励队员们积极建
立新观念，行使新职权，肩负新责任，做出
新贡献。

接过行政执法权“接力棒”后，街道办
事处将依据市容环境卫生、生活垃圾管理、
城市道路管理、大气污染防治、停车管理、
绿化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依法行使与居
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街巷环境、居住区环境、
停车秩序整治、垃圾分类管理等综合职能，
着力解决违法建设、乱扔垃圾、乱停车、占
道经营等群众集中关注、久治不愈的痛点
难点问题。“行政执法下放是新时期城市精
细化治理的需要，也是落实街道办事处条
例、实施街道管理体制改革的具体体现。”
街道党工委书记李雪松说。

挂牌仪式刚一结束，综合行政执法队
立刻来到蒲安里第一社区，着手解决综合

行政执法“首单”投诉件。据了解，蒲安西
里9号楼2单元二楼某户居民长期圈占公
共绿地种菜、堆放垃圾，并在一楼两户阳台
前至小区内部道路上空用绳索、铁丝拉起
了“天罗地网”。居民反映，一到夏天，爬蔓
植物大片生长，遮天蔽日，蚊虫滋生，对日
常生活造成了严重的侵扰。执法队员到达
现场后，了解到这是一起违规占用公共空
间并引发邻里纠纷的“老旧难”问题。队员
们通过耐心劝说，讲明政策方针、普及法律
知识，沟通近1小时后，相对人刘大妈终于
表示愿意听从安排、配合工作。最终，施工
队拆除绿地和道路上空的违规搭建，恢复
了公共空间原貌。

案件处理结束后，执法队员袁靖乔感
触颇深：“综合行政执法权下沉街道后，执
法工作更接地气、更加高效。我们能够根
据辖区实际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处理问
题，更加细致、快速、有效地为群众办实事，
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下一步，东铁匠营街道将继续加强对
构建新型条块关系的探索与实践，梳理细
化行政执法权力清单，明确职责划分，保
障职责履行；继续探索综合行政执法协调
联动机制，确保重点或专项执法行动有序
有力开展，促进街道属地管理责任与综合
执法有机融合，不断提升精细化社会治理
水平。

本报讯（通讯员 岳文勇）
“生日”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
个被家人、美食包围的欢乐日
子。然而对身处疫情一线的医
护人员而言，2020 的“生日”成
为他们永生难忘的记忆。

6 月 23 日是北京电力医院
叶医生的生日，在这个特殊的日
子里，她正和同事们紧张忙碌在
西罗园街道鑫福里社区的核酸
检测点。“生日快乐，叶医生！”没
想到，连续工作7个小时后，等待
她的是一个特别的生日。西罗
园街道工作人员从电力医院领
队处得知当天是叶医生50岁的
生日，特意提前组织工作人员，
为她精心准备了蛋糕、长寿面和
鲜花，并送上了最真挚的祝福和
感谢。叶医生激动地说：“太意
外了！没想到在社区核酸检测

点还能过上这么一个温暖又难
忘的生日，十分感谢街道和社区
细心周到的安排，让我收获了满
满的祝福和感动！”

为全力以赴落实好“应检
尽检、愿检尽检”的防控要求，
连日来，西罗园街道各核酸检
测点，还有许许多多像叶医生
一样的医护人员迎难而上、日
夜奋战，街道全体干部、社区工
作者、下沉干部及安保人员争
分夺秒、无缝交接，保障有力、
分批有序组织核酸检测，全力
守护群众的生命安全。他们告
别家人、放弃休息，冒着酷暑高
温，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加
班到凌晨，闷出水泡、汗湿衣
衫、捂皱手脸，没一人抱怨、退
缩，他们目标坚定、所向披靡、
无所畏惧。

本报讯（通讯员 蔡旖旎）6
月 15 日以来，丰台街道全体干
部、25 个社区、下沉干部、医护
人员、民警在辖区核酸检测点
位夜以继日、争分夺秒地高效
完成核酸检测工作。

为确保居民可以安全有序
地进行核酸检测，做到万无一
失，丰台街道充分做好检测前
的各项准备工作，科学统筹规
划，制定大风、降雨、高温等各
种天气因素的应急预案；科学
规划物资调配、现场布置、通知
宣传等各项环节的有序衔接。

6 月 27 日晚上下起了瓢泼
大雨，丰台街道正阳北里核酸
检测点的检测工作依然有条不
紊地进行着，大家冒着雨引导
居民，一遍又一遍提示着大家
注意“一米线”的安全距离，做
好现场的各项统筹，让居民快

速有序地完成了检测。“怕别人
做不安全，电的事儿我来！”新
华街北社区书记张磊连夜布置
好临时检测点的电路照明，有
危险的工作都冲在前头，社区
干部们也在雨中及时保护物
资，协助医护人员做好涉疫垃
圾的处理。

“你快去歇会儿，让我来！”
这是时常回响在丰益花园社
区、东大街西里社区等检测点
的声音，大家不怕苦不怕累都
争着多做工作。

新华街南社区和北大地西
区社区干部们通宵核查数据，
充分利用民情图，让检测更加
快 速 高 效 、居 民 少 排 一 会 儿
队。大家时刻牢记着丰台街道

“争先、务实、创新、高效”的街
道精神，用实际行动打好防疫
攻坚战，守护居民的安全健康。

丰台街道雨中核酸检测有条不紊

核酸检测医生不“疫”样的生日

东铁匠营街道开出综合行政执法“第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