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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员青年“绿色银行”存款
助力门头沟“创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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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份第二周(4.5-4.11）河长制基本情况

本表格由区河长办/提供

门头沟共产党员第一人
放眼望去，在夜色朦胧的深山

峡谷中，一条百十人火把游行队伍

组成的“火龙”，一边疾步前行一边

高呼口号，煞是醒目壮观。这是

1932年秋季的一个夜晚田庄村发

起的群众游行，史称提灯会。追溯

事件起源，那还要从我区第一位共

产党员崔显芳说起。

崔显芳早年在外村读私塾。读

书期间，他尊敬师长，勤奋好学，每

逢寒暑假或晚上放学，他到田间地

头帮父母干农活也不忘带上书本，

劳动间歇继续学习。为寻求更多的

知识，1922年崔显芳离开家乡，走

出大山，到外地求学。此时经历了

五四运动的洗礼，新思想、新思潮正

蓬勃兴起。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

生，无产阶级力量迅速发展。崔显

芳在外地读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结识了一些好友，并加入了党的组

织，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24年夏天，踌躇满志、报定

一颗救国救民心的崔显芳回到了田

庄村。崔显芳把拉家常和新思想渗

透巧妙结合，他利用乡亲请他写对

联等机会，宣传革命道理。于是，在

上个世纪20年代初期，田庄村这个

座落在京西深山峡谷中的偏远小山

村却能见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天下为公”等字样。

1926 年，崔显芳创办田庄高

小。他在课堂上深情地给学生讲

《共产党宣言》，给学生读《呐喊》《彷

徨》，在他们心里埋下革命的火种。

一些进步教师在崔显芳的感召下，

加入了党组织。为扩大革命影响，

进一步培养革命力量，1927年，崔

显芳又组织创办了青白口完全小

学。自此，革命火种在宛平县田庄、

青白口一带播撒开来。

1929年至1930年，持续干旱，

秋天颗粒不收，百姓只能以树皮草根

充饥，政府无视灾荒，苛捐杂税照收

不误。崔显芳看到组织大家起来抗

捐、抗税，向反动势力发轫的时机到

了。于是，秘密发动田庄、淤白、苇子

水、松树等村村民组成请愿团，捣毁

坑害百姓的青白口税所、淤白税卡。

崔显芳在田庄村进行的革命初

创工作有声有色，1932年，中共北平

市委派马健民（著名作家杨沫的丈

夫）等到田庄高小任教，配合崔显芳

工作。秋季，在田庄村一个不起眼的

农家小院，京西山区中共第一个党支

部——田庄高小党支部成立了。而

后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需要，崔显芳

发起组织成立了中共宛平临时县

委。青白口村党支部、田庄村党支

部、黄土贵村党小组相继成立。

1932年秋天，革命形势有了突飞猛

进的发展，崔显芳见发动农民向封建

统治势力宣战的时机已成熟，就组织

了田庄高小学生骨干和部分村民组

成了百十人的游行队伍。游行的人

手举火把，打着横幅，边走边高呼“反

对内战，一致抗日”等革命口号，所经

过的淤白、苇子水、下马岭、雁翅等

地，都留下游行队伍的传单和标语。

这就是本文开头描述的令人热血沸

腾的一幕。

1933 年 秋 ，

中共宛平县委正

式建立。由于办

学屡遭反动政府

的破坏，崔显芳他

们办“一元春”药铺，以行医为名开

展革命活动。这一年，沿河城枪支

修造所、沿河城地下武装游击队也

建立起来了。这一切，犹如明灯照

亮穷苦人的心，却也招致当地国民

党反动分子的仇视。1934年夏，中

共宛平县委遭破坏，崔显芳不幸被

捕。在狱中，他受尽折磨却坚贞不

屈。1935年2月，保外就医仅12天

就不幸去世，时年47岁。英雄去了，

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只有一幅根据

亲人和革命战友回忆而作的画像。

如今的田庄村已经成为我区最

美丽的乡村之一，相信游览过的人

一定被这里的古朴淳厚所吸引，更

会被深山翠谷中曾经的一个高远弘

毅的生命感动。让我们永远记住这

个名字——崔显芳。

区档案史志馆/提供

本报讯（记者 杨铮）近日，团

区委携手区绿化办、区委老干部

局在绿海运动公园举办“学史明

智传薪火 植树添绿践初心”植树

活动，百余名团员青年共建“绿色

银行·不忘初心林”。

活动设置了徒步走、党史问

答和植树创森3个环节，参与者

们分组协作，在寓教于乐中重

温红色历史。随后，大家手拿

着铁锹、拎着水桶进入植树点，

热情高涨地培土、浇水，植下一

棵棵树苗，用实际行动践行“两

山”理论，为京西大地添上一抹

新绿。

一位参加活动的青年说：

“希望可以用自己的一点绵薄之

力，为我区的绿水青山贡献出自

己的一份力量。通过每一个人对

绿色的热爱，让生活环境变得更

美，让地球更加美好。”

据了解，本次活动共种植50

余棵云柏，“红”与“绿”的结合，将

红色种子、绿色希望植进了每位

青年的心中，也为我区创建国家

森林城市贡献了力量。

百年光辉历程，百年丰功伟绩，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往昔，在艰苦卓绝

的革命征途中，无数革命英烈为了人民幸福，为了民族复兴，流血牺牲，以身许党，用生命和鲜血

铸就了共产党人的信念与忠诚，凝聚了共产党人的奉献与荣光，践行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

在全区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之际，本着回顾百年党史、弘扬红色精神的主题，本报特联合

区档案史志馆推出《红色门头沟历史回眸》专栏，回眸中国共产党在门头沟发展历程，深刻缅怀老

一辈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使命的历史担当和老区人民不怕流血牺牲的历史贡献。以此，助力全

区广大党员干部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开栏语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镇镇镇镇////街街街街
镇级河长镇级河长镇级河长镇级河长    

巡河率巡河率巡河率巡河率

村级河长村级河长村级河长村级河长        

巡河率巡河率巡河率巡河率

镇镇镇镇、、、、村河长村河长村河长村河长

发现问题数发现问题数发现问题数发现问题数

镇镇镇镇、、、、村河长发现村河长发现村河长发现村河长发现

问题整改率问题整改率问题整改率问题整改率

第三方发第三方发第三方发第三方发

现问题数现问题数现问题数现问题数

第三方发现问第三方发现问第三方发现问第三方发现问

题整改率题整改率题整改率题整改率（（（（上周上周上周上周））））

1 大峪街道 100% 村级河长   

巡河率考核 

不包含社区 

级河长

1 100% 0 -

2 城子街道 100% 1 100% 0 -

3 东辛房街道 100% - - 0 -

4 大台街道 100% 11 100% 2 33%

5 潭柘寺镇 100% 100% 1 100% 2 100%

6 永定镇 100% 100% - - 4 100%

7 龙泉镇 100% 100% - - 5 0%

8 军庄镇 100% 100% - - 4 100%

9 妙峰山镇 100% 100% - - 4 0%

10 王平镇 100% 100% - - 3 100%

11 雁翅镇 100% 100% 1 100% 5 0%

12 斋堂镇 100% 100% - - 6 100%

13 清水镇 100% 100% - - 6 75%

全区合计 100% 100% 15 100% 41 70%

本报讯（记者 闫吉）4月9日

下午，共青团门头沟区第十四届

委员会召开第九次全体会暨

2021 年门头沟共青团工作会。

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建华出

席会议并讲话，全区各直属团组

织主管领导和团组织负责人参加

会议。

会议传达了区委2021年党

建工作会议和北京市2021年全

市共青团工作会议精神，对2020

年门头沟共青团工作进行了深入

总结，部署了2021年重点工作。

王建华要求，要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谋划共青团工作，以当好

“两山”理论守护人的时代使命彰

显青年铁军的历史担当；要聚焦

共青团主责主业狠抓任务落实，

积极投身我区“五个之城”建设，

助力推进“三四三六”工程，在我

区构建“一园四区一小院”绿色发

展新格局中实现自身成长与发

展；要强化共青团自身建设，推动

改革再出发，加强改革创新，锤炼

过硬团风，不断增强政治性、先进

性、群众性，推动从严治团纵深发

展；要发扬“三牛精神”打造一支

对党忠诚、为党分忧的京西青年

铁军，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近日，

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就《北

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

例》到我区部分医院、120急救

站、社区卫生服务站，调研公共卫

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区委常

委、副区长庆兆珅，区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何渊、李伟参加检查。

执法检查组先后到永定镇卫

生院、石门营社区卫生服务站、永

定120急救站、冯村卫生室、北岭

社区卫生服务站、区医院、区疾控

中心等地，了解基层公共卫生应急

管理体系建设及工作开展情况。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执

法检查组介绍执法检查和议题调

研工作相关情况，听取区卫健委

关于我区落实《北京市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条例》及公共卫生应急

管理体系建设情况的汇报。区人

大代表围绕主题积极建言献策。

执法检查组表示，区卫健委

要聚焦公共卫生管理领域重点内

容，进一步提高认识，把法治思维

贯穿全过程，加强协调联动，补短

板、堵漏洞、强弱项，推进公共卫

生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建设。

共青团门头沟区第十四届
委员会召开第九次全体会

区人大执法检查组调研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情况

本报讯（记者 高佳帅）近日，
区委政法委举办京西红色政法铁
军英模报告会。市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第六指导组组长靳增立、副
组长祁永清，区委副书记、政法委
书记刘贵明，区委常委、纪委书
记、监委主任范永红，副区长孙鸿
博出席报告会。

报告会上，英模个人王宗桃
和谢耀宗，英模集体区检察院第
一检察部和区司法局北京华夏公

证处先后结合各自实际，讲述了
对政法工作的认识与感悟。平凡
而动人的事迹，生动诠释了政法
队伍的使命担当。

此次报告会推进了我区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走深、走实，充分展
现了京西红色政法铁军的时代楷
模、时代正气、时代风采，进一步
激发了广大政法干警忠诚履职、
为民服务、担当有为的干事创业
热情。

区委政法委
举办京西红色政法铁军英模报告会

本报讯（记者 高佳帅）4月9
日下午，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维
刚到城子街道调研“接诉即办”和

“创城”工作进展情况。
在了解相关工作后，张维刚

要求，城子街道要继续加强统筹
协调，关注群众重点诉求，集中攻
坚，解决高频难点问题，切实推进
群众诉求及时解决。要持续完善
工作机制，建立主要领导调度机
制，不断提高治理能力，提升“接
诉即办”的解决率和满意率。要
把“创城”工作做得更细更实更
好，坚持问题导向，全面对照测评

标准和任务清单，一项一项抓落
实、一条一条抓整改、一分一分抓
提升，切实把各项工作落到实
处。要加强宣传发动，提高群众
对“创城”工作的知晓率、参与率、
支持率和满意率，形成人人关心、
人人支持、人人参与的浓厚氛
围。要下大力度，持续推进垃圾
分类工作，通过街道、社区、家庭、
个人的共同努力，全面提升厨余
垃圾分出率。要总结先进社区的
好经验、好做法，通过参观交流等
形式，取长补短，让垃圾分类理念
真正深入人心。

区领导到城子街道调研

我区老干部争做新冠疫苗接种的参与者宣传者我区老干部争做新冠疫苗接种的参与者宣传者

接种享优惠接种享优惠 安全购实惠安全购实惠

本报讯（通讯员 王潇）区委老
干部局自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以来，
积极引导机关党员干部在党史学
习教育中汲取力量，并将其转化为
奋进之力，动员机关干部、在职党
员、离退休干部全力做好新冠疫苗
接种工作。

为实现全员“应接尽接”的目
标，全局开展新冠疫苗接种再动
员工作，向机关干部转发相关科
普知识，最大限度消除未接种人
员思想顾虑，解决实际困难。

为进一步发挥在职党员在新
冠疫苗接种中的示范带动作用，

提高全区新冠疫苗接种率，在
清明假期，组织全局在职党员
回社区报到，积极参与所在社
区新冠疫苗接种宣传活动，以实
际行动守护身体健康，筑牢全民
免疫屏障。目前，已完成100%党
员报到。

为更好地做好离退休干部工
作，增强老干部对病毒的抵抗
力，发放《致全区离退休干部疫苗
接种的一封信》，鼓励身体状况稳
定、慢性病药物控制良好的老干
部们，争做新冠疫苗接种的参与
者、宣传者。

本报讯（记者 马燊 杨铮）家
住东辛房街道紫金新园二区的90
岁老人方文正，于近日完成了第
二剂新冠疫苗接种。

当天上午 9 点半，方文正在
家中收拾妥当，准备到东辛房街
道新冠疫苗接种点接种第二剂，
对此，老人满怀期待。他说：“我
一直等着接种疫苗，当收到我们
这个年龄可以接种疫苗的通知
后，我就赶紧去报名。之前打完
第一剂后，身体没有任何反应。”

到了疫苗接种点，工作人员
为方文正测量血压，并详细询问

他的身体健康状况，在确保老人
符合疫苗接种条件后，完成了第
二剂疫苗接种。

坐在留观区等候的方文正
说：“我感觉接种疫苗是很安全
的，应该相信国家，相信科学，人
人都应该积极预防，对我们自己、
对其他人都好。”

据了解，最近几天，东辛房
街道疫苗接种点接种人数有所
攀 升 ，每 天 约 有 800 人 接 种 新
冠疫苗，还有不少单位进行团
体预约，有效提高了地区整体防
疫水平。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近日，
区商务局联合区卫健委，组织我
区北京长安天街、中昂时代广场
等大型商场的超市、餐饮企业、
便民服务企业，开展以“接种享
优惠 安全购实惠”为主题的消费
月活动，为新冠疫苗接种者推出

各类优惠活动，推动我区新冠疫
苗接种工作，鼓励市民积极接种
新冠疫苗，同时拉动市民的消费
热情。

中昂时代广场的一家餐饮企
业负责人说：“我们非常支持这个
活动，本店推出水煮鱼优惠活动，

四斤半的水煮鱼原价是258元，现
在立减70元。”

记者在我区便民服务企业的
一家美发店看到，店门口张贴了

“疫苗接种后，可到店享受优惠”的
字样。

美发店负责人说：“疫苗接种

完成之后能享受一次29元会员价
剪发。还有一个优惠就是平时充
2000元才能享受烫染六折的优惠，
现在只需凭接种疫苗完成证明就
可以享受六折的优惠。活动有效
期是一个月，如果说客人有需求的
话，我们还可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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