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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养老驿站重启

八旬老人赶早享受短期托养服务

本报讯（通讯员 刘霞）连日来，王佐
镇为巩固抗疫成果，倡导垃圾分类，在区
委组织部“红色先锋引领绿色事业”主题
活动引导下，结合创建卫生文明城区，为
辖区居民营造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王
佐镇各村（社区）开展周末大扫除活动。
针对街头巷尾，小区楼道、自行车棚等处
开展周末大扫除活动，镇机关党员干部、
村（社区）干部、“双报到”在职党员、物业
保洁和志愿者200余人积极参与。

在南宫雅苑社区，活动共分3组，志
愿者和社区工作人员分为2组清理东西
侧 4 个车棚，物业保洁人员带领在职党

员为1组清理单元门内管井及楼道内的
堆物堆料。在职党员和物业保洁人员
一起爬楼汗流浃背，动员并帮助居民清
理了38个单元的堆物堆料，志愿者们在
车棚内也忙得不亦乐乎。堆积多年的
废旧自行车、木板、柜子等物品被逐一

“请”出了楼道和自行车棚，楼道宽了、
车棚亮了。在清理的同时，大家还不忘
向居民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呼吁辖区居
民开展家庭源头分类，践行绿色低碳的
生活方式。

此外，翡翠山社区、山语城社区党总
支利用周末时间发动辖区在职党员、青年

团员、妇联志愿者等清理辖区卫生，开展
桶站清洁、桶前值守、分类投放，引导居民
培养垃圾分类健康生活的良好习惯。西
王佐、庄户、沙锅、怪村等村党总支积极组
织党员干部开展夏季周末大扫除活动，活
动中党员干部和回村报到党员、巾帼以及
职工志愿者们积极参与，为改善村民居住
环境贡献自己的力量。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周末大扫
除共清理堆物堆料 100 余处，清理垃圾
近 10 吨。街区环境卫生有了改善，为
环境整治和垃圾分类工作营造了良好
的氛围。

王佐镇持续开展周末大扫除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李海成）近日，长辛店街道朱家
坟四里小花园晚上灯光闪烁，周边居民又多添一处
晚间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朱家坟四里小花园原是蟒牛河边的沙地，
后 来 盖 起 了 煤 厂 ，再 后 来 成 了 出 租 大 杂 院 。
2018 年底，长辛店街道在拆除腾退后的土地上
建起了 2000 平方米的口袋公园。公园内设有
长椅、廊架、观景亭等多种休闲设施，在夜灯的
照明下，公园成为了周边居民们晚间运动休闲
的好场所。

目前，小花园周边的空地已经列入北京市“小
空间大生活——百姓身边微空间改造优秀设计方
案征集”项目，街道将根据收集到的居民建议完成
对周边空地的改造，为居民们提供一处融合了时
代记忆以及功能便利的身边微空间。

长辛店街道
新增一处晚间消夏场所

8月3日，南苑街道对槐房社区大泡子区域进行污水管线截污
改造，改造后，将彻底解决大泡子区域300余户居民排污难题。

史莉/摄

本报讯（特约记者 孙颖）“一直盼着你
们开门，住进了驿站，终于是松口气了。”8
月3日上午，80岁的程大爷在家人陪伴下
入住丰台康助护养院宛平城养老服务驿
站，他也是驿站因疫情停业 6 个月来首位
入住老人，将在这里享受30天的短期托养
服务。记者从丰台区获悉，丰台区养老驿
站已经陆续开始恢复居家养老服务。

程大爷居住在丰台区卢沟桥城北路，
腿脚不便，基本上是半失能状态，虽然膝下
有一子一女，但身体也不是特别好，住得也
比较远，再加上老伴 80 多岁了，居家养老
存在一定困难。去年养老驿站对辖区老人
电话定期巡视探访及电话问访过程中，老
人感受到了地区养老服务的专业与热情，
准备在春节后入住养老驿站。

“老人办理的是驿站内的托养服务，是
康助护养院旗下养老服务驿站为居家失能
半失能老人家庭照护者提供的阶段性服
务，既可以由专人到老人家庭里提供上门
照料，也可以把老人直接接到养老机构或
养老服务驿站照看，减轻家属负担；既可以
让家属休息调整解决后顾之忧，又可以免
去老人的奔波劳顿。”养老驿站社工王小霞
告诉记者，疫情缓解后驿站准备重新开放，
他们第一时间就联系了程大爷一家，老人
特别高兴，立马儿就来入住了。

刚办完入住手续，老人就在护理员和
驿站驻站医师的陪同下感受辅具锻炼，适
应新环境。

宛平城养老服务驿站是丰台区的康助
护养院下属9家养老驿站之一。康助护养
院是一家典型“医养结合”的四星级养老机
构，这里同时开设医院及养老院，收住老年
人多为失能失智、重症及临终关怀老年人，
并利用自身专业的养老服务能力运营养老
驿站，包括朱家坟社区驿站、东南街社区驿
站、南一社区驿站、宛平城社区驿站、景园

社区驿站、陈庄社区驿站、二七车辆厂驿
站、建设里社区驿站、东山坡社区驿站，
2019年为服务范围内“三街两镇”即长辛店
街道、云岗街道、宛平街道，长辛店镇、王佐
镇老人提供了机构养老、日间照料、喘息服
务、助医服务、精神关怀、助餐服务、家政服
务等60万人次。

“虽然自疫情暴发以来养老驿站都停

业了，但是我们驿站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停
止工作，在疫情期间驿站工作人员不仅配
合属地进行疫情防控工作，还坚持以电话
问候的形式为地区老年人送去‘定心丸’，
确保老年人家庭防控‘不走样’。”康助养护
院院长于安安告诉记者，疫情防控期间一
位长期享受二七车辆厂驿站服务的老人突
然拨打了站长佟爱民的电话，原来老爷子
突然发烧昏迷，老太太抓了瞎只记得驿站
的电话。佟站长赶紧调出老人女儿的电
话，老人女儿的小区正在封闭管理中。了
解到情况后佟站长二话不说就做好防护来
到老人家，帮着拨打 120 电话。整理物品
和医保卡、病历，帮助老人顺利住院治疗，
脱离了生命危险。

于安安介绍说，目前全市养老机构已
逐步有序恢复养老服务，康助护养院及下
辖的 9 家养老驿站也将全面复工，恢复居
家养老服务，在制定完善的防控制度基础
上，把防控常态化作为日常工作的主要方
面来抓，严格执行分区管理，落实消杀制
度，加大员工管控力度及入院老人隔离制
度，坚持老年人不出机构解决后顾之忧，做
到“外防输入、内防感染”。

养老服务驿站在恢复服务的同时也
将严格控制人流量，上门服务做到严格防
护，既保证服务不落下又保证安全可控
制。下一步养老驿站还将逐步开放老年
餐桌、助医等相关服务，更加贴合市民家
庭需要。

本报讯(通讯员 王博）那是抗击
新冠疫情战斗刚刚告一段落的时候，
正值道别春暖，迎接夏暑之际，一位
始终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的老党员
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就是长辛店
镇赵辛店村的老党员任孟廷。

今年 4 月的一天，赵辛店村党
总支副书记接到了任孟廷的电话，
微喘的声音送过来：“刘书记，今天
我觉得有点憋闷，儿女非要叫我去
医院检查一下，我到医院查完就回
来上岗，您放心，耽误不了执勤。”这
一去任孟廷就被留在了医院。因为
疫情原因，为了大家的安全，任孟廷
回绝了所有探视。村委会再次接到
任孟廷家的电话时，却传来了他离

世的消息。为表悼念之情，大家以
各自的方式送别这位老党员。

任孟廷退休后，便投身到村里
的志愿服务中。“得麻烦任师傅帮忙
修一下，这电饭锅不好使了。”“好
嘞！放这儿吧，一会儿来取，如果哪
里用着不合适，下礼拜你再给我拿
过来。”

每周日早晨 8 点，赵辛店村三
官庙门前的党员便民服务站就开始
热闹了起来。从2014年6月服务站
一成立，任孟廷就报了名。因为电
工技术功底深厚，他和王克良、魏兴
起组成了固定的队伍，每周日早 8
点，都准时在这里为村民免费修理
小家电。多年来，任孟廷除了有事

实在不能来以外，一直坚持为村民
义务服务。除了要花费时间、心血、
精力，还自掏腰包购买电器维修的
配件。费用高的，只收村民一点成
本费；费用低的，全数都免费给村民
无偿使用。

在疫情防控期间，人们就总能
在赵辛店村村口的防疫岗亭处，听
见任孟廷不停地用沙哑的嗓音提醒
着村民。“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戴口
罩！”“出来进去的要记得好好洗
手！”“没事别出门，家里才是最安全
的地方！”他全力投入防控工作，与
其他志愿者一起坚守在赵辛店村村
口的执勤岗亭，测温、登记、给村民
宣传防疫政策。

本报讯（通讯员 王淑贞）“祝你
生日快乐，阿泽，快许个愿吧！”今
年，丰台法院政治部干警刘泽在社
区疫情防控点度过了自己 28 岁的
生日。

刘泽家住房山，下沉的电力机
社区位于新村街道，每次路上要花
一个半小时，为了不耽误执勤，他总
习惯提前10分钟到，与上一班工作
人员完成交接。“因为住得远，路上
还会堵车，早点出发就会留出提前
量，值早班的同志很辛苦，不能让人
家等我。”刘泽说道。从寒冬到酷
暑，刘泽四次下沉社区。

电力机社区是一个老旧社区，
居民多数年龄偏大，操作智能手机
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
情。一次，一位居民的爱人着急复
工上班，需要有核酸检测合格证明，
而双方不在一处，身边又都没有会
使用智能手机的人，她便走到社区

门口找到了刘泽，经过三个人两地
连线，半个小时后，终于让这位居民
的爱人明白了操作。“下次要是碰到
关于手机操作的问题我还来问你，
不愧是大学生，讲得真明白。”居民
开心地说。于是，之后碰上“扫描健
康宝”“核酸检测预约登记”，甚至连

“指导网上购物”，找“大学生”刘泽
就成了大家的首选。

执勤正好赶上刘泽的生日，朋
友为他订了蛋糕送到社区防控点。
虽然蛋糕送来的时候已经有点变
形，但他仍很高兴。时值中午，天气
炎热，趁着执勤门口没有居民出入，
刘泽抓紧插上蜡烛、许了愿、吃蛋
糕。一旁的社区工作人员问他许了
什么愿望，刘泽笑着说：“我只希望
疫情阴霾能尽快消散，咱们所有人
都能摘下口罩，自由地享受这夏日
蝉鸣、欣赏荷塘月色！”“虽然有些文
绉绉，但我相信今年你的愿望一定

能成真！”工作人员乐呵地应声道。
作为政治部的干警，刘泽还负

责宣传等方面的工作。疫情期间，
他和同事还记录了不少丰台法院各
项抗疫工作和干警支援一线的感人
事迹。经常拿着相机拍摄记录别人
的他，当面对镜头时却有些害羞甚
至一点局促不安：“从疫情开始至
今，我们院一共派出了近 400 名党
员干部，还有一些干警工作在隔离
点。比起他们的任劳任怨、默默付
出，我这些真没什么。”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刘泽时刻
将党员的责任牢记心间，刘泽说：

“社区执勤，其实没有很多动人心
魄、跌宕起伏的故事，有的是群众生
活中的鸡毛蒜皮、点点滴滴，但做好
这些点滴之处，才能让大家生活得
更安全、更踏实，我们都在用实际行
动为战胜疫情出一份力，践行着抗
疫必胜的决心。”

闲不住的“老街坊”任孟廷

一次特殊的生日

本报讯（通讯员 李爽）早晨不到7点
钟，张玉良阿姨已经出现在楼下的垃圾
桶站旁，她先看了看厨余垃圾桶内的投
放情况，随即按下手机上的录制键，“现
在是30日上午，刚才看了一下厨余垃圾
桶内的投放情况，里面没有塑料袋、塑料
瓶、纸巾等，全部是瓜果皮核、菜叶这样
的厨余垃圾，大家的分类习惯正在逐渐
养成，非常棒。”

张玉良今年70岁了，家住西罗园第
三社区，是社区垃圾分类引导员。每天
7:00 至 9:00、18:00 至 20:00，张阿姨都会
准时出现在垃圾桶站旁，引导居民准确
投放各类生活垃圾。“最初几天是真辛
苦，来一个居民我就教一次。投得不对

的，我就再拣出来。每天回到家里，身上
都有一股味。”

当问及既然又脏又累，为何能坚持一
直做下来。张阿姨的欣喜溢于言表，“垃
圾分类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通过我们
党员、志愿者的引导带动，能让更多的人
转变观念、养成习惯，再辛苦也值得。”

张阿姨还是一个视频达人，为了促
进全楼的居民身体力行，她每天都会用
视频记录下来垃圾分类情况，志愿者分
拣的视频、居民准确投放的视频、厨余桶
分类不达标的视频……每天桶站值守结
束后，张阿姨都会将拍摄的视频发到楼
内居民微信群，再总结一下全天的分类
情况，张阿姨称之为“分类日志”。

“我们全楼126户居民都在这个微信
群里，我把每天情况发到群里，很多居民
留言、点赞，对于混投等不文明的行为，我
也会通过视频曝光，起到提醒和教育的效
果。现在大部分居民都能做到分类投放，
不分类或是乱投的情况越来越少。”

为了促进居民养成垃圾分类的习
惯，西罗园第三社区党委广泛发动党员、
志愿者参与桶站值守，60多名志愿者自
发参与垃圾分类工作中，社区14个桶站
实现了值守覆盖百分百。

本报讯（通讯员 魏艳华）受裸露地面
影响，和义街道久敬佳园三区的居民们每
逢大风天便饱受尘土飞扬的困扰。尘土
不仅影响小区空气质量，七八月雨季来临
之际，到处漫灌的雨水混着尘土还给小区
排水系统增加了不小压力。为更好营造
小区环境、打造和谐宜居社区，和义街道
对久敬佳园三区9号楼、10号楼之间的裸
露地面进行升级改造。

历时近一个月的改造，小区裸露地面
没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平整的步行道，步
行道两旁还加装了长椅，为居民休闲散步
提供了好去处。改造后的场地通过合理规
划，增加停车位20个，有效缓解附近居民

停车难、乱停车等问题。居民胡先生说：
“以前一遇上大风天气，满车都是灰尘，洗
车都洗不及。现在灰尘少了，省下不少洗
车费，停车也方便了，居委会真是把工作做
到了业主们的心坎儿里，为我们的居委会
点赞！”与私家车位相呼应的是，自行车也
有了自己的“新家”，一处占地约56平方米
的自行车棚成了小区自行车的新去处。

“我们这次地面改造，在充分考虑居民
实际需求的基础上，结合社区环境整治要求，
划分出私家车停车位、自行车棚和休闲娱乐
场地三个功能区，也是希望我们的居民们不
再为停车问题和沙尘天犯愁，真正让居民爱
上我们的社区。”久敬庄社区书记李霞表示。

据悉，和义街道今年陆续对辖区绿
地、破损路段进行升级改造，刚刚完成了
和义东里小区4处“刀把”绿地的改造升
级工程，对破损路面进行铺装，并建立集
中充电桩，解决新能源电动车充电难题；
对和义东里第三社区健身小广场进行地
面翻新，使原来破损严重、坑洼不平的公
共场所地面焕然一新；对南苑北里小区
幼儿园南侧便道进行升级改造，原有的
便道路沿年久破损且凹凸不平，对旁边
幼儿园孩子上下学容易造成安全隐患，
此次改造设计更加人性化考量，不仅恢
复道路平整，还增加了两处雨水箅子，缓
解了汛期道路积水问题。

本报讯（通讯员 于丽丽）7月以
来，东高地街道普查员张明东就骑
着电动三轮车奔走在社区的大街小
巷。为了确保绘图信息的准确性，
无论建筑物大小，即便是辖区内有
些非常破旧的、依偎在犄角旮旯里
的小建筑，他都要一一走访，逐一进
行核实、标绘。

这次人口普查工作中的建筑物
标绘工作，东高地社区需要到辖区最
高建筑物的 18 层楼顶进行信息采
集。张明东从小就有恐高症，哪怕只
是三楼的层高，他都不敢从窗户外往
下看，他说：“恐高的时候，手心手背
全部都是汗，脑袋晕乎乎的，心跳也
加快，浑身瘫软，难受的很……”但一
投入工作，张明东好像就忘了恐高的
事，完成标绘工作后，当张明东再回
望楼上，冷汗唰地一下流下来了。“说
来奇怪，好像那几分钟就忘了那事。”
张明东挠挠头，憨厚地笑着。

“每个网格员先把自己的管理
区域整理一下，排摸掌握大致情

况。”参加过多次人普工作的“元老
级社工”杨红一边为社工普及知识，
一边给大家讲解社区这些年来的变
化。带领大家熟悉普查流程，做好
2020 年第七届人口普查的准备工
作。杨红是万源南里社区人口普查
员，先后参加过第六次人口普查、第
四次经济普查、2017-2019年北京市
人口抽样等调查工作，积累了丰富
的普查工作经验。

“最困难的‘抗疫’我们都坚持
下来了，这一次一定能顺利完成人
口普查工作！”杨红的话像是给社区
的同事们打了一针“强心剂”。在万
源南里社区，大家都干劲儿十足。
万源南里社区地域面积大，而且所
属产权单位繁多。眼下又正值三伏
天，为了确保标绘建筑物的准确性，
不落下一个建筑物，她常常顶着烈
日跑现场。她常说：“只要‘上心、操
心、用心’，就能把工作‘做好、做细、
做实’。”在进行普查区域划分和建
筑物系统标绘时，经常遇到一些建

筑物产权单位不清晰，现场也没有
专人负责，她就需要多次联系相关
负责人，进行信息确认。偶尔遇到
APP 上没有的但实际存在的建筑
物，手机上不好操作，需要用电脑上
的画图软件来进行标绘。为了用好
画图软件，她就不断学习，在网上找
视频，请教年轻的同事，不到一周的
时间，她就已经是一个富有人普经
验的画图高手了。

区域划分和建筑物标绘是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摸底和登记的重要
基础性工作。截至8月3日，东高地
街道的建筑物标绘和区域划分工作
已经全部完成，其中万源南里小区
的普查小区划分工作完成情况比原
计划提前了20天……为了确保七人
普摸底工作顺利开展和普查登记工
作不重不漏，东高地街道的社区普
查员们在工作中科学组织、周密安
排,切实形成各负其责、全面推进的
工作局面，为下一步两员选聘和户
口整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报讯（通讯员 李佳娃）
8月1日，宛平城地区办事处秉
承着“我参与、我快乐、养成文
明习惯、增强健康体魄”理念，
结合垃圾分类及全民健身理
念宗旨，提高居民健康意识，
进一步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
组织社区开展“奔跑吧！宛平
少年”宛平城地区暑期系列挑
战赛。

本次活动在三个社区设置
了分会场，开展了各有特色的
活动项目。疫情防控项目通过
防疫知识答题、给小熊做防护
等教会孩子一些日常防疫防护
知识。垃圾分类项目将垃圾分
类融入到游戏中，采用“趣味”
游戏的方法，向家长与孩子普
及垃圾分类知识，引导家庭更
好地参与垃圾分类。趣味项目
在增强孩子体质、提高免疫力

的同时，也增进孩子与家长之
间的感情与默契。

新奇的玩法让大家跃跃欲
试，裁判一声令下，现场瞬间热
闹了起来。你听：“哎呀，你那
个口罩，鼻夹要在上面的，反啦
反啦！”“加油！快跑呀！”“篮球
是可回收垃圾吗？不确定呀，
我回去一定要好好看看分类小
知识！”整个活动过程中，家长
与孩子共同参与、一起面对挑
战，增进了亲子之间的默契与
和谐的关系。

本次活动，在每个家庭成
员积极参与和工作人员的配合
下取得圆满成功。下一步，办
事处将继续组织社区，在暑期
持续开展街头篮球、定向越野、
趣味运动会等若干青少年暑期
系列活动，营造全民健身氛围，
彰显宛平青少年魅力。

“奔跑吧！宛平少年”

东高地街道活跃在人口普查工作一线的身影

一个人带动整栋楼养成垃圾分类好习惯

和义街道升级改造久敬佳园三区裸露地面

扛起责任 冲在一线 快速反应 狠抓落实

清洁家园清洁家园 健康生活健康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