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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西志愿者服务中心

携手专家走进社区义诊

假水费真骗局
居民谨防上当

我区征兵工作开始

本报讯（记者 苑辉）继海淀区、
丰台区后，我区滨河西区内也出现了
不法分子冒充政府工作人员，在居民
家门口张贴假的水费催缴通知单。
请大家不要上当受骗，记者电话联系
了自来水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正
规的水费缴费通知单上应包含用户
编号、地址、用水量和水费金额等信
息，且收款单位均为自来水集团，个
人账户请勿转账。

假的水费催缴通知单谎称用户
欠缴自来水费，要求于5日内扫描通
知单上的二维码进行交费，逾期不交
将按欠费额度加收滞纳金。自来水
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通知单的印制
十分粗糙，没有写明用户编号、地址、
用水量和水费等信息。但如果用户
使用支付宝扫码，将直接跳转到转账
界面，转账操作后资金就会转入不法
分子的个人账户。

城区居民用户接到水费缴费通
知单后，可通过17家代收银行柜台、
自助缴费机、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支
付宝和微信生活缴费及自来水集团
各营业网点柜台等渠道缴纳水费。
各代收水费渠道中，收款单位均为自
来水集团或集团所属郊区自来水公
司，集团未授权任何个人账户代收水
费。用户在缴费时应提高警惕，认真
核对用户编号、地址、水费金额等信
息后方可进行支付操作，不要轻信各
种未经确认的信息，谨防上当受骗。
如有任何疑问，可拨打市自来水集团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96116咨询。

本报讯（记者 苑辉）京西志愿服
务中心日前携手专家走进社区义诊。

中老年人虽然越来越重视健
康，但重视的程度总体来说仍是不
够，尤其现今信息爆炸时代，信息大
量涌入，真假参半，难以分辨，部分
中老年人对于各种电视节目和网络

“养生知识”盲目偏信。
京西志愿者服务中心请到了柳

老师为大家做手诊，柳老师是高级
公共营养师，潜心从事中医手诊培
训推广工作数十年，培育手诊学员
100余名，深受百姓好评。

柳老师介绍，手诊作为中医里
诊断中望闻问切中的望诊一部分，
当你疾病发生的前几年或者几个
月，在你手部的器官反射区域就会有
信号出现。从而达到病情还没开始
发作或显现的时候查出来，为居民治
疗或预防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议。

服务中心负责人说，这是第二
次来到绿岛社区为大家义诊，第一次
大家反映强烈要求我们再来一次，通
过和社区合作，我们还会请柳老师通
过面对面的形式免费陆续为我区多
个社区居民提供诊断和咨询。

本报讯（记者 苑辉）近日，我区
征兵工作已经开始。

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富
国必先强军，保家必先卫国。习主
席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
国梦、强军梦，已成为鼓舞中华儿女
奋勇前进的时代号角。历史反复证
明，富国与强军是实现中国梦的两
大基石。当前，国防和军队建设正
处于加速发展时期，迫切需要大批
高素质、高学历青年投身军营，承担
起加速实现强军目标的重任。

我区历来有着崇军尚武的优良
传统，田庄第一党支部和青白口魏
国元等革命先烈、志士仁人为平西
共产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为夺取
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杰出贡献，
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安宁和人民
幸福，作出了突出贡献。适龄青年
们要继承和发扬光荣传统，自觉担
当起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为
实现强国梦、强军梦增添青春能量。

6月 30日之前，2017年 12月

31日以前年满18至22周岁的男性
公民，大学毕业生放宽至年满24周
岁，年满17周岁的高中、中专、职
高、技校毕业生，可参加兵役登记和
应征报名。男性适龄公民应当在接
到镇（街）或村（居）的通知后，登录全
国 征 兵 网（http://www.gfbzb.
gov.cn）进行网上登记，自行下载打印
《男性公民兵役登记》，持本人身份证，
户口本，学历证明（实习期间持实习证）
和2张近期一寸免冠照片到户籍所在
地的镇、街道武装部进行现场确认。

对“拒不履行国防义务、拒绝、逃
避”等行为，要进行联合惩戒，拒不履
行后果可能很严重，今后有可能会出
现以下情况：一是不能参加公务员、
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单位的招聘考
试；二是不能办理出国手续。三是不
能办理高校入学、升学手续；四是不
能取得毕业证；五是不能办银行贷
款；六是不能办身份证、驾驶证；七是
不能购买机票，高铁票；八是不能享
受社会保障等。区征兵办公室咨询
电话：61892838

本报讯（记者 苑辉）在第 18 个“爱耳
日”，为传承雷锋精神，提升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质量，永定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石门营
社区卫生服务站在永定镇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京煤集团总医院的支持下，在石门营A5
小区门口组织开展以爱耳日、学雷锋日为主
题的宣传义诊活动。

这次活动共有中医、神经内科、消化肿
瘤、康复、全科等医护人员为大家服务。在
活动现场，医生们细心询问老人耳朵有哪些
不适、问题出现时间，并针对问题给予健康
提示、注意事项、康复治疗方案等。医务人
员被居民包围着，只见他不急不乱，有条不
紊地为老人把脉、耐心询问老人的病情，给
出治疗方案。永定中心的志愿者骨干、十百
千人才也在积极地为居民量血压，发放宣传

材料，讲解爱耳、护耳的小常识，避免意外伤
害等。京煤集团总医院中医科、神经科、消
化科的医生们也为居民们进行耐心细致地
解答。现场活动安排有序，居民们自觉排起
了长队，有序地接受义诊服务。

活动负责人说，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
社区居民们学习日常如何保护自己的耳朵，
掌握爱耳护耳的常识，提高小区居民的听力
残疾预防意识。希望学雷锋志愿者们也通
过此次活动收获到学习雷锋精神带来的满
足和快乐。参加义诊的一位医务人员说：

“作为一名在基层医院干了一辈子的老大
夫，我觉得每次参加义诊活动，走进农村、走
进社区，用专业知识为大家服务，用实际行
动关爱居民身体健康，也是学雷锋最好的行
动。”

本报讯（记者 苑辉）“跟这儿吃
了半个月，我感觉自己都胖了。”说
起军庄镇西杨坨村的老年餐桌，80
岁的刘奶奶赞不绝口。为解决老
年人吃饭难问题，西杨坨村村委会
创新运营模式，采用村集体与个人
合作的方式开办了老年餐桌，早餐
3元，午餐8元。

记者在村委会办公室里看到
了一份关于筹备老年餐桌的前期
文件，第一条写到，不仅要解决老
人们的吃饭问题，给我们村的孩子
们分担照顾老人的负担，更要让出

门不方便的老人享受到村里更好
的帮助。

临近11时，记者进到餐厅，等
待吃饭的老人们坐在桌子旁聊着
家长里短，有说有笑，服务人员熟
练地将刚出锅的饭菜分装在一个
个饭盒里：冬瓜丸子、西兰花煎豆
腐、土豆牛肉，还有米饭、馒头、花
卷。“就得快，不然这饭菜该凉了。
每天我们都保证中午有两个荤菜，
一个素菜，早餐平常就是鸡蛋、包
子、粥豆浆这些。刚开始做，还有
很多地方需要提高，你多给我们提

提意见。”村党支部副书记边忙着
打包边说，“我现在得去送饭了，咱
们村还有行动不方便的老人没法
过来吃，我得给他们先送过去。”

“咱们村稍微有点偏，年轻人
外出工作中午回不来，老人吃饭是
个问题，咱们村之前拆迁还有人住
在外边，不过只要是咱们村的，都
按这个价格吃饭。其实起初我们
就想解决一下村里老人的吃饭问
题，后来发现老人们还挺喜欢这样
的，大家能有时间坐在一起吃饭，
促进了邻里和谐，咱们村委会的工

作现在开展的也比原来更顺利
了。”西杨坨村赵书记憨厚地笑着
说，“对于没有经济来源的老人，村
里会每人每月补贴100元，因为村
里经济有限，光靠我们村很难让老
年餐桌持续下去，所以我们跟个人
合作，希望餐厅生意好点，这样我
们能给老人争取更多的补贴。”

老年餐桌的开办，不仅是西杨
坨村居家养老的一次积极尝试，更
是让村民们真切感受到村里的新
气象、新变化，进一步提升了整个
西杨坨村村民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本报讯（记者 苑辉）3月8
日上午9时30分，区妇联携手
门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多
家机构和志愿者队走进永爱
康复中心开展“传递呵护，让
爱不残缺”的活动，为康复中
心的孩子、妈妈们送来了营养
健康、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等
全方面的健康帮助。

康复中心的孩子多半都
是精神残疾或智力残疾，活动
现场的这些妈妈们都是放弃
自己工作，全身心地照顾孩子
们。活动发起者对记者说，这
些伟大母亲的身体关乎着整个
家庭的幸福，她们的健康尤为
重要，更需要社会力量的关心。

当天整个活动进行的有
条不紊，手诊专家为大家手把
手诊断健康，为妈妈们提出营
养方面的建议；门城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为在场
的每个人量血压，回答人们对
身体健康的咨询；北京市青原
心理健康服务中心的专家和

孩子妈妈围坐一圈，为她们进
行现场的心理指导；国安社区
志愿者给这些家庭带来了米
面油；京西志愿者服务中心的
志愿者们与孩子们一起画画、
做游戏。

在记者采访中，妇联的一
位工作人员说，他们是一群残
疾儿童，这些母亲承受了太多
的苦，是我们这个社会中特殊
的群体，是需要我们关心、帮助，
同时又需要平等对待的群体。

希望通过社会中爱心人士
的帮助能让这些有缺陷的孩子
们像正常孩子一样，这些妈妈们
的压力太大了，我们已经和他们
约好了下次沟通的时间，我们都
希望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社区义诊服务居民

用一张餐桌

装点西杨坨村老人的幸福

本报讯（记者 李冰）日前，区电
影放映服务中心为庆祝“三八”国
际妇女节，送电影下基层，慰问奋
战在一线的女职工，为她们送去温
馨和快乐，营造良好的节日氛围。

戒台寺是著名旅游景点，游客
络绎不绝，尤其节假日游玩的游客
更多。导游、安保、厨师等工作人
员坚守岗位，为大家提供服务。在
妇女节当天，区电影放映服务中心
的师傅们来到戒台寺为大家送去了
影片《大唐玄奘》，为女性职工们带去
了欢乐，同时丰富大家业余文化生
活，为辛苦的工作生活中增添色彩。

戒台寺相关负责人说：“今天
是我们的节日，特别感谢区电影放
映服务中心为我们带来了电影，给
大家送上福利，使我们的女员工们
过了一个不一样的节日。”

据了解，为既不耽误工作，又
能让工作人员都看到影片，师傅们
特意将电影放映两场，让工作人员
替换着观看影片。

放映电影的师傅们在大斋堂
里挂好遮光布、仔细调试机器，尽
管场地条件有限，也还是尽最大的
努力做好服务工作，保证好的观影
效果。

中午12点半电影正式开始，只
见大家有说有笑地走进屋里，坐在
一起观看影片。平时忙碌的工作
很少有时间静下来看一场电影，对

此大家显得格外期待。一位女导
游说：“早上听说要来放电影，早就
期待上了，平常哪有这时间啊，节
假日我们更忙，“三八”节能在工作
之余看场电影，特别开心。”

“知道有这么个影片，但是一
直没机会去看，今天师傅们把电影

送上门来了，真好！真是过了个难
忘的妇女节。”

记者看到，大家聚精会神地盯
着银幕，时不时地还互相交流着。
影片中的佛教文化，玄奘法师执着
的精神让大家感动不已。电影让
大家受到了很多启发,度过了一个

有意义的“三八”节。
区电影放映服务中心负责人表

示，借助“三八”妇女节这个机会，我
们送文化下基层。本次活动只是一
个尊重和关爱女性朋友的一个缩影，
我们还会继续在不同的节日为基层
送去文化，继续做好服务。

电影送基层 慰问女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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