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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崔宇 张国芬）自7月
4日起，中建交通建设集团10名青年干部
下沉丰台区太平桥街道，加入到这场防

“疫”接力赛中，用坚韧和奉献书写着新时
代青年战“疫”之歌。

在一次集中核酸检测保障任务中，大
家积极参与，年轻的田鑫、细心的蔺毅、爱
钻研的李冰、快人快语的宗昕鹏、争先上岗
的方杰、善于思考的李长俊……他们与医
护人员并肩作战，从最初的担忧，到后来的
镇定，他们用执著与坚守，用专业和担当捍
卫生命，圆满完成了各自分派的任务。

据介绍，10 名干部分别下沉到街道 7
个社区8个执勤点位，他们都是正值青春
奋斗的80后、90后，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
刻，他们用奉献点亮爱，用行动传播希望，
共同迎接胜利的到来。

孙悦是下沉到社区的唯一女干部，她
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身边的百姓。
一次大雨，让她记忆深刻。“保安大叔看我
是女孩子，劝我先去岗亭休息，但胳膊上的
红袖标提醒着我所肩负的责任，让我有力
量继续坚守在岗位上。”她说，小区的居民
特别配合我们的工作，时不时会有爷爷奶
奶过来问候，还有居民送来水果和饮料为
我们解暑，这让我十分感动，所以无论遇到
什么困难，这都是我坚持下来的理由。

在首威社区值守的张锦泽，负责协助登
记、测温、查证等工作。他说：“面对疫情，我
作为一名国企抗疫志愿者，要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向居民宣传防疫知识，用心为大家解决

日常问题，还要用专业的态度去积极地学习
和传播正能量。”平时工作中文静的小伙在
这次值守中，不断增加了与群众沟通的本
领，也变得更加开朗、更加有智慧。

白双源负责的太南里小区值守点位，
大部分居民是退休干部，老年人居多。白
双源很健谈，碰上进出的爷爷奶奶，总会亲
切地送上问候，还不忘叮嘱一些事情，久而
久之与居民熟络了起来。帮助居民推轮
椅、发放宣传手册、给居民送快递……虽然
是特别简单的事情，但是他认为这些付出
是值得的。疫情无情，人间永远充满爱。
他说：“每天紧张而繁忙的工作中，能遇见
这些可爱又可敬的人，真的很幸运。”

本报讯（通讯员 史莉）“您好，请出示
您的出入证，测下体温。”“老师傅，出门别
忘带上出入证。”“大家保持一米距离，排队
进出小区，谢谢配合。”7月18日，南苑街道
南庭新苑南区社区小区门口防疫卡点多了
新面孔。他们是刚刚解除居家观察的奎月
和葛铮夫妻俩。

这对“双职工”防疫“夫妻档”，家住南
庭新苑南区社区，居家观察期满的第一个
周末就参与了社区防疫。这缘起于在居家
观察期间，社区干部成为了他们身边的“派
送员”“代购员”“代办员”，为他们想尽办法
解决后顾之忧。

短短十几天的隔离期对于居家观察人
员是漫长的，但对于社区干部来说，仅仅是
他们繁忙工作中的一个周期。社区干部每
天的贴心服务也让很多居家观察人员看在
眼里、记在心里，深深体会到社区干部的不
容易。“社区为我们在居家观察期间尽心尽

力，我们也想通过为社区做些力所能及的
事情，感谢社区所做的一切，并且帮助他们
减轻一些工作压力，共同守护自己居住的
家园。”把守社区“防疫门”正在值勤的奎月
由衷地说道。

像奎月和葛铮夫妻二人一样的还有家
住诚苑社区的刘雪霞，刚刚解除居家观察，
她就主动参与社区服务，成为了居民身边
的“帮买代送员”。“我是‘过来人’，对仍在
居家观察的居民感同身受。”刘雪霞说。这
段时间，进楼门送货、跑市场代购、去诊所
代开药……处处有她忙碌的身影。

95 后小姑娘尹亚楠，居家观察期间，
她通过社区微信群细心地发现社区每天都
会“线上+线下”地不停忙活，防疫值守、核
酸检测、便民服务、解决诉求……信息一条
条弹出来让她着着实实感受到了社区干部
的超负荷运转。于是她主动向社区提出，
线上协助社区服务居家隔离人员，当起“调

度员”，把责任区建立居民服务群（送菜
群），每天关注梳理群内居民的送菜、收快
递等需求的信息，及时转发至社区外勤群，
帮助安排安保外勤人员开展基本生活用品
配送及垃圾倾倒服务。

刚刚解除一天的居家观察人员宋士
立，50岁的他和社区干部张莉、陈盼苓，物
业保安工作人员孟宪忠、张晓宝，热心居民
韩英娟、来秀英等，在暴雨过后，不顾积水
冰凉脏污，挽起裤腿，俯身徒手清掏雨水箅
子、清扫路面积水，迅速排水、清障。回想
起居家观察漫长而暖心的21天，宋士立动
情地说：“居家观察期是社区防疫人员一直
关心帮助我们，现在该轮到我们为社区出
把力的时候了！”

社区干部每天的贴心服务让很多居家
观察人员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深深体会到
社区干部的不容易。感动化为了行动，隔
离解除后的他们也投入到社区工作中。

本报讯（特约记者 孙颖）7 月 17 日至 7
月18日凌晨，雨一直下，丰台区东高地街道
万源南里社区三栋七建宿舍楼的居民却不
再闻雨而动，踏实地过了一夜。雨后清晨感
受着清新的空气，居民秦迎秋告诉记者：“我
们曾经是‘三不管’的低洼地，下场像样的雨
就积水、漏雨，亏得街道社区给我们防汛改
造，不怕下雨了！”

万源南里社区所处的地方地势西高
东低，三栋七建宿舍楼处于社区最低洼
的位置，原来是两家产权单位下辖的职
工宿舍，始建于 1989 年，三栋楼 23 个楼
门常住居民有 336 户。但是由于产权管
理等多种历史原因，这里的物业管理长
期缺位，使这里一度成为“三不管”地区，
房屋破损、设施老化、环境脏乱，居民对
此十分不满。

“每到下雨，我们都提心吊胆的，居民家
里漏雨的电话络绎不绝，雨一大点儿就积
水，恨不得就钉在这三栋楼了！”万源南里社
区书记方文杰说。为了彻底解决七建楼居
民的困境，东高地街道申请了专项经费，改
善万源南里社区七建宿舍的环境，其中防汛
工程的改造是重点。

“为了解决 69 户居民家里漏雨的情
况，我们为两栋楼六层住户的阳台顶层加
装了防雨棚，然后又拓宽翻新了七建地区
的排水沟，把原本长 70 米宽仅有 20 厘米

的排水沟扩宽到 35 厘米，还加装了盖板，
防止杂物堵塞，从根上做了整治。天井里
也安装了防汛地笼，还给为自管会配置了
防 汛 工 具 ，加 强 日 常 下 水 井 的 疏 通 ，从

‘上’到‘下’解决居民的难处。”方文杰告
诉记者，七建宿舍楼的自管会在这里也起
到了重要作用，平时居民家里的一些跑冒
滴漏的小问题，只需一个电话，七建自管
会组织居民自发组成的义务修缮队就会
很快上门，汛期来了自管会的成员会承担
起日常巡查的任务。“比起之前的情况好
了不知道多少。多亏了街道和社区，我们
住这儿，自然得好好维护着。”自管会成员
孙广居说。

东高地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李
九龙介绍说，今年汛期来临前东高地街道
提前规划，统筹全街道应急防汛准备，明确
防汛重点点位 9 处，对辖区范围内 20 余处
易积水路段雨箅子进行全面清理和标注，
尤其是对南里社区七建等重点区域格外关
注，实行汛期24小时值守和领导带班机制，
加强应急备勤和综合协调调度，充分发挥
街巷长、网格员、居民志愿者作用，通过街
道“随手拍”微信群、社区居民微信群、12345
市民诉求热线及时发现处理问题，缩短问
题处理时间。7月以来，北京多次发布暴雨
预警，截至目前东高地街已经成功处置临
时积水点30多个。

太平桥街道：防疫一线因爱无畏的“中建交通人”

南苑街道：解除隔离后 他们成了服务者

本报讯（通讯员 田婧琳）“多亏了于洋和
赵可对我的帮助，我们家漏雨才能这么快解
决。这几天下大雨，家里再也不用大盆小盆
去接漏进来的雨了。”家住西罗园第二社区的
老人李新莲说起社区工作人员，不住地称
赞。为了表示感谢，前几天，她戴上老花镜，
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专门写了一封感谢信
送到了社区。

原来，李新莲楼上长期无人居住，入汛以
来，北京几场大雨，导致楼上漏雨并渗漏至李
新莲家，家中浸泡十分严重，却一直未联系到
楼上业主，情急之下，便向西罗园第二社区的
工作人员打电话求助，社区工作人员于洋、赵
可接到反映后，立刻赶到现场查看，寻找解决
办法。

“当务之急是找到楼上权属，保证以最
快速度解决群众难题，减少居民的财物损
失。”于洋心里想。回到办公室后，于洋迅速

和赵可分头联系物业、供暖等多家单位，找
到了楼上房屋所属产权单位，并立即联系楼
上产权单位与李新莲现场协商，在于洋和赵
可的努力协调下，最终双方达成了一致的漏
水改造方案，产权单位立即对房屋地面进行
了修缮，对重点部位做了防水处理，问题终
于得到了圆满地解决。当收到李阿姨的感
谢信时，于洋也打心眼儿里高兴，他说：“居
民家中漏雨，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找社区，这
既是对社区干部的信任，也是对社区工作的
认可。相信大家同心携手，一定会创造更加
和谐幸福的社区。”

群众无小事，事事关民心。西罗园街
道各社区还将在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的
同时，聚焦民生关切，不断提升治理能力
和水平，尽职尽责办好群众身边的“关键
小事”，用心用情用力提升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本报讯（通讯员 许优优）清理河道、排
除积水、加强巡查……进入汛期以来，长辛
店镇按照“安全第一，常抓不懈，以防为主，
全力抢险”的防汛工作方针，积极动员部
署，严格落实各项防汛责任制，对防汛风险
隐患和薄弱环节进行再排查，确保全镇安
全度汛。

夏俊虎是长辛店镇张家坟村第一书记，
作为河长的他在日常巡查过程中发现村域内
一河道护坡发生坍塌，第一时间启动本村防
汛应急预案，从准备物料到召集工人再到抢
修完成，只用了不到24小时，以最快速度确
保汛期期间河道畅通，保障周边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赵辛店村在村域内易积水点位安装两
台 6 寸的混流排污泵，当到达警戒水位时，

混流排污泵会自行启动，每小时排水量可达
370立方，保证低洼处不积水，车辆行人正常
通过。

“汛期期间，我们镇制定汛期预警机制，
每天定点呼叫各成员单位，确保人员在岗在
位。除此之外，加强对各村河道、低洼处、易
积水点等点位的巡查检查力度，发现问题，及
时整改，确保群众安全。”长辛店镇防汛办工
作人员梁生俭介绍。

早 在 汛 期 来 临 前 ，长 辛 店 镇 就 制 定
了《2020 年防汛抢险避险预案》，对镇域
内 8 条 河 道 进 行 疏 浚 清 淤 ，确 保 河 道 汛
期行洪畅通。各村积极开展防汛安全演
练，全镇成立 10 支共计 667 人的抢险队
伍，大大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为防汛安全
提供坚实保障。

本报讯（通讯员 李冉）7月17日上午，马
家堡街道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街道主要领
导、辖区相关单位以及街道主要科室负责人、
16个社区党委书记参加。

会议强调，街道相关科室要持续推动落
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促进各类群体
牢固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理念，提
升辖区各生产主体安全意识与技能。要把
安全生产抓紧抓细抓实、不留死角，不断健
全完善安全生产风险研判、防范和隐患排
查、化解机制。对发现的安全隐患要坚决抓
好整改，真正从源头上防范和化解安全风

险，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街道城市
管理办公室、市场监督管理所等多部门将对
辖区各社区、彩钢板房、冷冻库房、施工工
地、商务楼宇等点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检
查督导、隐患排查，要求各单位、各部门进一
步落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

会议结束后，街道相关负责人第一时
间带队到北水公司冷库和物美公益西桥店
进行用电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致力为辖
区居民营造一个安全的居住环境，并举一
反三推进辖区安全生产工作整体水平的进
一步提升。

7月21日，南苑街道紧盯防汛重点点位，加强隐患排查力度，通过疏通堵塞管
道、喷涂防汛点位、新砌雨水箅子等措施，全面提升防汛抢险应急能力。

史莉/摄

▼7月20日，南苑街道降级不降防，组织防疫消
毒队、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等持续打好“消杀战”，每日
对辖区垃圾桶站等公共环境进行消杀作业，切实保障
居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史莉/摄

守护社区 战“疫”有我

漏的是雨 聚的是情

西罗园第二社区倾情为民排忧解难题

筑牢汛期“安全坝”

长辛店镇积极开展防汛工作

“亏得街道社区给我们防汛改造，不怕下雨了！”

雨一直下，曾是“三不管”低洼地居民今年不担心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马家堡街道大力排查除隐患 周密部署保安全

本报讯（通讯员 穆慕）为进一步倡导健康文明的
生活方式，推动垃圾分类工作有序开展，践行“垃圾分
类·环保生活”的口号。近日，丽泽景园社区联合丰台
乐助社工事务所邀请居民在小区广场开展了“垃圾分
类·环保生活”垃圾分类环保宣传活动，鼓励社区居民
积极行动参与其中，营造垃圾分类人人有责的良好社
区氛围。

活动开始前，工作人员向大家介绍了日益严重的
生态环保问题和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性，希望每位社
区居民都能积极参与本次社区活动，一起为社区环境
卫生尽一份力。活动以环保小游戏的形式展开，分为
环保垃圾桶掷沙包、环保飞行棋、环保转盘三个项
目。在活动过程中穿插环保知识互动问答环节，吸引
居民参与。

此次活动以环保小游戏的形式展开。活动分为
环保垃圾桶掷沙包、环保飞行棋、环保转盘三个项
目。在活动过程中穿插环保知识互动问答环节，吸引
居民参与。

活动结束后，社区为参加活动的居民发放了环保
垃圾袋、垃圾桶，引导大家参与到生活垃圾分类当中，
营造垃圾分类人人有责的良好氛围。

卢沟桥乡丽泽景园社区倡导环保生活

本报讯（通讯员 刘霞）近日，到王佐镇花园式旅
游小镇的游客发现，公交车沿线的垃圾桶披上了文明
新衣，文明生活垃圾分类的小提示让等车的乘客学习
和普及了健康知识。

据了解，丰台区今年创建文明区，王佐镇作为京
西旅游镇，结合人居环境整治和垃圾分类等工作，普
及健康知识，加大宣传力度。截至目前，迎宾大道和
长青路的垃圾桶已有温馨提示，下一步大灰厂路等主
次干路沿线也将逐步普及。

连日来，南宫地热博览园等旅游景区和镇域群众
文化场所也在清理环境，西王佐和南宫等村开展周末
大扫除，结合疫情防控用不同形式开展创区活动。据
悉，王佐镇还请来区镇人大代表对垃圾分类各项工作
进行监督，并请代表们提出改进意见。

王佐镇垃圾桶披上文明“新衣”

本报讯 疫情期间幼儿园全
面落实区教委指示精神，幼儿暂
不来园，但天性活泼的幼儿如何
在家中度过一个健康阳光的疫
期，成了许多家长的一大难题，为
此，榆树庄园艺术幼儿园园长张
学敬急家长所急、想家长所想，带
领幼儿园的教职工们适时开展了
系列线上师幼、亲子互动活动，实
现了隔空战疫“童成长”。

“我家有个水龙头，洗洗小手
水花流，香香肥皂抹手上，脏脏细
菌全溜走……”伴随着欢快的儿
歌，在延期开学的第一天，榆树庄
园艺术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在教师
的指导和家长的带领下，学会了
7步洗手法，纷纷当起了小老师，
录起了“教学”小视频。一个个有
爱、有趣的画面与视频，让大家感
受到隔离病毒不隔离爱，通过老
师、孩子、家长的亲子互动，既增
进了之间的情感，又增强了疫情
防疫小常识。

“榆幼 300 多名幼儿中大部
分是非京籍，疫情爆发时，已经有
许多名幼儿跟随家长离京，为及
时快速开展防疫工作，园所连夜
成立 7 个工作小组，吹响线上办
公集结号，24 小时在线办公，每
天不间断地收集300多名幼儿家
庭的动态健康状况和离京情况。”
张学敬说。

身为榆幼的大家长，除了健
康状况，张学敬还心系着孩子们
的营养膳食。疫情期间，由于不
能经常出门买菜，她温馨提示家
长时不列菜谱，仅提供幼儿成长
每日所需营养，家长可根据实际
情况自主搭配饮食。考虑到家长
既要完成工作又要兼顾幼儿教

育，可能产生焦虑情绪，她主张向
家长推荐活动时应以安抚稳定情
绪、疫情防护、游戏互动为主，不
要频繁打卡，支持家长自主选择
教育方式。为扎实做好家庭防
护，创造亲子互动机会，她同教学
组研究，让幼儿担任小小监督员，
对照防护儿歌的要求，时刻监督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是
否做到“居家不往外面走，室内开
窗常通风。出门口罩科学戴，勤
消毒来常洗手。防寒保暖常运
动，营养均衡身体棒。”

与张学敬一起守护幼儿的是
60 余名教职工，除 5 名男后勤人
员外，其余全是女将。从吹响抗
疫集结号至今，她带领着这支果
敢坚毅、铿锵有力的娘子军，从幼
儿家庭健康跟踪、疫情防控宣传

引导、教育教学计划安排，到园所
日常清洁消毒、后勤应急安全保
障，保洁、保安身体健康监测，各
项工作落实掷地有声，真正做到
了“守好门，管好人，消好毒”。

“疫情来临很多的人冲在了
抗疫第一线，身为一名共产党员，
作为幼儿园的守园人，有责任、有
义务守护好全体教职工，服务好
家长和幼儿。”张学敬是这样说
的，更是这样做的，在她的带领下
幼儿园推出了新颖有趣的“生活+
科普+游戏+互动”四大教学板块，
在疫情之下为孩子们创造快乐的
环境，让孩子们把自己的幼儿园

“搬”回家。在延期开学的特殊时
期，通过师幼、亲子的互动，与老
师们细心守望着300余个幼儿家
庭，赢得了家长们的一致好评。

线上亲子互动守望300余个幼儿家庭

扛起责任 冲在一线 快速反应 狠抓落实

◀孩子们在幼儿园的倡导下用
自己的方式着传递抗击疫情的信心

▶ 张 学
敬定期为保
安保洁人员
测量血压，并
进行疫情防
护知识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