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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腾）鸡年春节前
夕，区摄影家协会一行15人携带集资
购买的米、面、食用油等慰问品，走进
王平镇敬老院，看望慰问在院孤寡老
人，为他们送去新春的祝福与问候。

步入敬老院，只见一排整洁的平
房，门口甬道前错落地摆放着一盆盆
绿植，接着是一条长廊，里面悬挂着
一排红灯笼十分喜庆，在院子的一隅
种植着一片青竹。进入室内，暖气夹
杂着檀香袭来，地上全铺满了防滑的
软毯，老人们个个身着喜庆的唐装坐
在沙发上，吃着水果收看电视。看到
十分熟悉的摄影家们进来，老人们开
心地拉着他们的手聊起了家常。原
来，区摄影家协会会同摄影爱好者们
坚持每年春节前夕看望慰问老人们
已经10年了。

原本安静的院子里立刻有了阵
阵欢笑声，摄影家们有的和老人们聊

天；有的忙着为老人们拍照，老人们
也开心地配合着摆出各种姿势。敬老
院里一片欢声笑语，像过年一样热闹。

敬老院负责人握着摄影家们的
手久久不愿放开，感动地说：“感谢大
家在百忙之中来看望我们！今年，我
们敬老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府领
导记着我们，给我们投资了116万元
进行了内部装修和改造，改善了老人的
居住环境，更加方便了老人的起居。”

区摄影家协会负责人说，尊老敬
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每个人都会老，通过此
次活动给敬老院的老人们献上我们
的爱心，呼吁更多的社会朋友去关注
老年人，敬老爱老，让他们时时刻刻
能够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同时
增强团体成员的摄影经验与社会服
务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

高广山/摄

区摄影家看望敬老院老人

区食药监管局
开展专项整治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吕梦欣）
区食药监局自2017年元月起开
展为期一年的专项整治工作。

按照市局《关于开展全市
畜禽鲜蛋产品和水产品专项整
治工作的通知》要求，为进一步
加强我区餐饮服务环节食品安
全管理工作，分析研判餐饮服
务环节鲜活水产品中“孔雀石
绿、呋喃西林代谢物”等高风险
物质的使用情况，防范餐饮业
水产品食品安全风险，落实企
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专项整治工作在加强日常
监管的基础上，在全区范围内开
展餐饮服务环节畜禽鲜蛋产品
及水产品监督抽检及快速检测
工作。一是各食药监管所结合
日常监管、量化分级、专项整治
等工作，针对本辖区重点餐饮单
位经营的重点品种进货来源、进
货查验、索证索票、台账记录等

情况进行重点检查。二是结合
区食药监局水产品试剂培训工
作，统一使用市局下发的“水产
品专用试剂盒”，对本辖区内餐
饮业的鲜活水产品进行快速检
测，重点监测主营鱼类或海鲜的
餐饮服务单位，监测数量40余
件。三是餐饮服务监管科会同
检测机构联合对辖区重点餐饮
单位经营的猪肉、鲜蛋产品、鸡
肉、羊肉、牛肉、水产品实施有针
对性地监督抽检。目前已完成
了第一阶段的监督抽检，抽取样
品23个批次，均送至检测机构
进行实验室检测。

下一步，区食药监局将密
切关注监督抽检结果，对不合
格的餐饮单位加强日常监管和
监测，对抽检不合格的餐饮单
位依法进行查处，切实做好我
区餐饮服务环节食品安全监管
工作。

草莓成熟季草莓成熟季
孟悟迎客来孟悟迎客来

本报讯（通讯员 邓垚）提起冬季
采摘，草莓永远是绝对的主打，日前
2017北京草莓季的大幕已经开启，遍
布北京各郊区的草莓采摘园也纷纷备
好了鲜红娇嫩的大草莓。

近日，军庄镇孟悟村也迎来了草
莓采摘季。草莓种植面积虽然不大，
但管理精心，味道非常好。走进孟悟
村草莓园，只见每个大棚里的草莓个
头儿都不小，而且全是用有机农家肥
培育的，摘一颗咬到嘴里满口醇香。

据草莓园的工作人员介绍，现在
有些商场里卖的草莓都是跟快餐一样
催熟的，所以价格便宜。而大棚里这
种真正依靠自然生长的草莓味道才是
正经的“草莓味儿”，尝到新鲜草莓的
同时还可以体验到采摘的乐趣。

本报讯（通讯员 麻鹒信）近日，
在大台街道西桃园发生了一件让当
地居民高兴的事儿，那条困扰居民
多年的窄窄的小道终于修整一新，
变成了一条宽宽的马路，极大方便
了附近居民的出行。大家都说，那
条让人看了就心窄的小道终于让大
家心宽了。

西桃园，位于大台街道桃园社
区西部当地居民一直习惯沿用原西
桃园村的名字称呼这一区域。该区
域为依山而建的平房区，居民密度
较大，村中道路一般都很窄，加之年
久失修，居民出行很不方便。特别
是位于中心区域的一条小道，小道
中间是一个大坑，经常是垃圾成堆，

严重影响周边环境。而在大坑的两
侧各有一条小路，只能由一人通行，
经常有人走夜路不小心跌落其中受
伤，作为居民进出的必经之路，一直
困扰着当地居民。

在今年的为民办实事工程的意
见征集会上，桃园社区党支部将这
一情况摆在了街道领导面前，向领导
传达了当地群众的殷切期盼。街道
党政主要领导带领领导班子成员和
责任科室第一时间实地走访了这一
区域，现场召开会商会，决定从原本
就有限的为民办实事工程经费中挤
出一部分，完成小道的修缮工程。在
修整方案设计初期，责任科室和设计
单位充分征求周边群众的意见，多次

修改设计方案，以达到群众满意的效
果。在施工过程中，当地居民十分关
心工程进展，为施工单位提供尽可能
的便利，同时积极协助监理公司做好
对施工质量的监督。这条小道成了
当地群众的民心工程。

工程按照要求顺利完工，填满
了小道中间的大坑，铺成了一条崭
新的水泥路，站在小道的一头放眼
望去，宽阔的水泥路上整洁干净，车
辆通行自如。住在附近的张大爷
说：“这条路可算是修好了，以后晚
上出门再也不用倚着墙根走了。今
年过年我儿子回来看我，也不用把
车停在村口了，直接开到家门口，多
方便啊。窄道变宽，我们的心也宽

了。”说着，张大爷脸上露出了幸福
的微笑。

近日，社区热心居民穆先生带
着几名居民代表街道办事处送来了

“勤政务实为百姓，为民操心整环
境”的锦旗。这是地区居民对街道
工作的高度肯定，也是对机关和社
区干部的一种鞭策，鼓励大家牢固
树立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

大台街道主管负责人说：“群众
的满意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赞
扬。我们将继续秉承‘弯下腰去、重
心下移’的工作作风，把群众的需求
当做我们努力的方向，克服重重困
难，充分整合有限的资源，为群众办
好事、办实事。”

大台街道修整西桃园小道

本报讯（记者 史佳怡）区文
明办近日开展了“廉政春联进家
庭活动”。

此次活动是区文明办为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
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强调
的“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
风”重要讲话精神，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到实
处而举办的，以“家风”为主题，
动员全区机关事业单位党员干
部以“家”为核心创作文化作品，
弘扬清风正气。

“红尘有爱一点清，世俗无
恨两忠诚”、“打虎拍蝇，利剑诛
邪严党纪；洁身廉政，忠肝如铁
振民心”、“夫妻恩爱持俭戒奢风

清气正，儿女孝顺明礼知耻家和
人兴”……党员干部们把廉政元
素融入到春联中，通过创作作
品，将廉政文化建设向家庭延
伸。

据了解，廉政春联进家庭活
动是我区“树清廉家风·创最美
家庭”主题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环
节。区文明办把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结合
起来，引导机关事业单位党员干
部培育良好家风，自觉抵制和预
防腐败，更好地推动文明家庭和
廉洁家庭建设落地生根。

截至目前，活动共收到来自
全区各级党员干部家庭的春联
作品160幅。

本报讯（记者 李冰）陈家庄村
集中收集秸秆综合利用，处理好小
小的秸秆，改变传统燃烧的方式，充
分结合当地产业发展，解决因焚烧
秸秆对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有效
改善环境空气质量，保护生态环境，
为防治大气污染，提高空气质量贡
献力量。

多年来，农村烧秸秆的传统习
惯一直延续，在过去环境条件下允
许且是还肥于地的唯一途径。但随
着环境形势的日趋严峻，烧秸秆会
产生大量的烟雾影响城市空气质
量，这种做法被严格禁止。

“地里的秸秆之前只能采取焚烧

的方式，现在知道了对空气会造成很
严重的影响，而且雾霾的天气对大家
身体健康的危害很大，禁止燃烧后就
只好先堆在地里处理不了。”村民说。

陈家庄村虽然土地不多，但依
然有几十吨的秸秆无法处理。为进
一步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
作，杜绝秸秆露天焚烧造成的资源
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陈家庄村结
合当地发展，探索新方式，全面建立
农作物秸秆收集转运体系，切实推动
秸秆综合利用规模化、产业化发展。

据介绍，陈家庄村采取结合产
业发展的方式，将秸秆统一回收集
中利用，发展蚯蚓养殖。采取这样

的解决方式，一是有效解决焚烧秸
秆对大气带来的污染。二是通过饲
养蚯蚓，产生两个经济效益即蚯蚓
收益和蚯蚓粪（有机肥）效益。三是
通过蚯蚓产业带动陈家庄村低收入
户增收和村民就业。

“我们经过一系列地研究，决定
今年我村将从环境管理入手，综合
考虑可行性的产业发展，决定开始
蚯蚓养殖。通过产业发展、市场运
作、服务促进等多个环节，对秸秆回
收再利用。同时，广泛深入地宣传
秸秆焚烧的危害、禁烧的要求等内
容，引导大家自觉支持参与秸秆禁
烧。”相关负责人说，“我们设置了秸

秆集中收集点，将其粉碎后主要是
用于养殖蚯蚓的主要饲料，同时，秸
秆、稻草覆盖在蚯蚓床上又能起到
防晒、恒温、控湿的作用。更改后的
处理方式科学环保，让过去“无处可
去”只能进行焚烧的秸秆真正“变废
为宝”，既能合理利用了秸秆，防止焚
烧污染大气环境，又可以绿色循环利
用，获得效益，通过此类方式达到禁
烧秸秆、农民受益增多的双赢目标。”

据了解，截至2016年底统收秸
秆已经结束，共收集秸秆杂草 50
吨，耕地内非常干净。统收的秸秆
已经做好掩埋发酵，待开春以后即
开始蚯蚓养殖产业。

龙门四区
开展迎新春社区安全隐患排查

本报讯 日前，城子街道龙
门四区居委会联合物业开展了
迎新春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结
合社区实际情况，为春节期间
营造一个和谐、稳定的良好环
境，确保社区居民过一个平安、
祥和的新春佳节。

当天，工作人员们深入各楼
门楼道检查防火安全隐患，力求
将消防安全隐患降到最低。通
过检查，做到防患于未然，确保
辖区的消防安全。同时分别对

这些地点的安全设施、消防器材
是否完好、齐备，消防通道是否
畅通进行了重点检查。同时要
求社区广大居民不得在消防通
道、楼梯道、院内公共绿地随意
堆放货物、杂物占用疏散通道，
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切勿乱拉乱
搭电线，决不能麻痹大意。对在
楼道内堆放杂物的当事人进行
了教育，要求限时清理，确保消
防安全。

龙门四区/供稿

桃园社区青少年
抗击雾霾争做环保小卫士
本报讯 寒假来临，“两节”

将至。大峪街道桃园社区为响
应区第十二次党代会向全区人
民发出的“建设宜居宜业宜游
的现代化生态新区”的号召，近
日，组织社区青少年20余人，在
社区活动室开展桃园社区《亦
学亦乐小课堂》和增东社区《小
小习乐堂》结为姊妹课堂，从爱
护环境做起、从家庭做起、从自
己做起、从身边可做成的小事
做起，承诺并提出倡议，共同开
展“抗击雾霾，争做环保小卫
士”主题教育活动，用童心践行

“四可六不四更爱”的承诺。
当天，首先由赵老师对同学

们进行雾霾相关知识的培训。
培训中，同学们积极踊跃地与赵
老师互动，培训后由社区居委会
工作人员和学生代表领读《倡议
书》并进行承诺宣誓。同学们纷
纷表示,将防霾知识告诉更多的
亲朋好友，让更多的人学会应对
雾霾天气，保护自身健康。争做
一个“抗击雾霾”的环保小卫士、争
做一个文明有礼的门头沟人，为
生态新区建设奉献应有的责任与
担当。 桃园社区/供稿

石门营六区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本报讯 为倡导社区居民
在生活中践行环境保护、低碳
生活的理念，了解垃圾分类的
益处，人人参与垃圾分类，更好
地推进社区垃圾分类工作，近
日，东辛房街道石门营六区在
社区中心广场开展垃圾分类宣
传活动，社区居民80多人参加
了活动。

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为
每位群众派发垃圾分类的宣传
册子，向居民分别介绍了生活垃
圾的分类、分类的方法、定时定

点分类知识等内容，并现场讲
解、演示垃圾的分类投放。其
间，不少居民提问“灰尘算其他
垃圾吗”、“用塑料做的瓶瓶罐罐
是可回收垃圾吗”等一系列问
题，使现场氛围变得十分活跃。

本次宣传活动不仅让社区
居民在绿色的氛围中了解了垃
圾分类的知识，增强了大家自觉
参与垃圾分类的意识，有效地普
及了绿色生活方式，提高了居民
的环保意识。

石门营六区/供稿

本报讯 记者在近日召开的区
作家协会工作总结会上了解到，2016
年，我区文学创作取得丰硕成果。

区作协会员在市级以上报刊发
表纪实文学、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
合计110篇共47万多字，发表诗歌
25首；获市级以上奖诗集3部、散文
集3部，获奖单篇作品14篇；出版文
学专著7部，其中散文2部32万字、
小说3部73万字、诗集1部、报告文
学 1部 32 万字，播出评书 1部 70
回。在区级文学刊物发表作品80

余万字。
其中，区作协主席马淑琴在国

家级文学刊物《中国作家》杂志发表
了采写门头沟抗战传奇英雄李文斌
的中篇纪实文学《寻找李文斌》，达
57000字，在全国范围产生较大影
响。曹桂林在《北京文学》发表了
2.1万字的中篇小说《阿满的世界》；
8名会员在《北京日报》和《北京晚
报》发表了13篇介绍和宣传门头沟
古村落的散文，计44000字，用文学
手段向外界讲述门头沟故事。这些

突破，标志门头沟的文学创作水平
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2016年，区作协还与区委宣传
部、区文联成功举办了“新诗百年·张
志民代表作暨诗意门头沟”诗歌朗
诵会；作协还积极参与区域文化建
设，为美好家庭、文明故事、百姓宣
讲撰稿；参与廉政微故事征文创作，
为棚改新区命名，参与示范村村规
民约的撰写等。坚持文学支教与文
学育人工程，为中小学讲授100余
节文学课，帮助学校建设小作家班，

连续四届组织参与北京文联北京作
协主办的“东方少年中国梦·中小学
生作文大赛”，取得骄人成绩；坚持
10年帮助大峪中学分校建设诗歌特
色学校。区作协主席马淑琴还当选
了中国作协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并获得“北京市援疆先进个人”称号。

北京作家协会驻会副主席王升
山长期关注和扶持区作协的工作，他
希望2017年区作协按照习总书记提
出的：不忘初心，甩开膀子大干，在写
好家乡的意义上讲好中国故事。

我区文学创作再创佳绩

陈家庄村绿色循环经济获效益陈家庄村绿色循环经济获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