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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News

石景山
社区

民生

暖气漏水 手拉手防消队救场
结对帮扶 一名防消队员负责二到三名空巢老人

共读绘本
画出环保

“老大哥，
您和大姐先别着急，
我这就上楼

的存水。十几分钟后，在史五杰和维修工人

说老街坊防消队是街道层面的队伍，那“手拉

去您家看看。”1 月 4 日中午，石景山古城街道

的帮助下，王茂森家暖气漏水问题顺利解

手防消组”就是这支队伍中更贴近居民的“身

西路北社区一对老夫妇面对家中暖气漏水情

决。

边人”
。

况束手无策，
“手拉手防消队”
队员史五杰迅速
赶到现场解决问题，
为空巢老人排忧解难。

“真没想到你能这么快就到，我和老伴都

据西路北社区书记关婷婷介绍,为了更

快急死了。”王茂森激动地说，
“中午家里暖气

好地照顾辖区内的空巢老人，西路北社区建

突然漏水，我们打了物业电话可是无人接听，

立了“老街坊手拉手防消组”，将居住较近的

节约用水，
一直是现在的公

午饭过后，正在家里睡觉的史五杰突然

老伴去楼下转了好几圈也没找到可以修理的

老街坊防消队员和空巢老人进行结对帮扶，

益话题。2018 年 1 月 7 日星期

接到楼上与他进行结对帮扶的 77 岁空巢老

人，我们实在没办法了，想起前段时间社区让

一名老街坊防消队员平均负责二到三名空

日上午，京原路 7 号·社区青年

人王茂森的电话，说他家暖气突然漏水，老

老街坊防消队员跟我们结对帮扶，还留了联

巢老人，要求老街坊防消队员一周内至少到

汇在 7 号大厅开展了
“春神跳舞

两口不知如何处理。史五杰飞奔到王茂森

系人的住址和电话，我们就想着打一个试试，

空巢老人家中入户两次，现场排查空巢老人

的森林”
读画绘本的环保活动。

家中，眼前客厅的暖气正在哗哗往外流水，

没想到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家中的消防安全隐患，关心老人的生活起

所有的房间都已进水，连落脚的地方都没

像史五杰这样的手拉手防消队员在古城

居。队伍成立以来已经帮助辖区老人解决

同阅读绘本《春神跳舞的森林》，

有。王茂森的老伴正在用簸箕往卫生间铲

街道西路北社区还有很多，他们都是“老街坊

各类困难和问题十余起，如云秀琴阿姨到结

从故事中学习水对生命的重要

水，自己因为腿脚不便，只能坐在床上干着

手拉手防消组”的一员。西路北社区属于首

对帮扶老人家中帮忙打扫卫生、汤娜阿姨到

性，
学习节水知识。然后宣传水

急。
“ 老爷子您千万别着急，先告诉我咱家暖

钢老旧小区，60 岁以上老人占居民总数的三

生病老人家中做饭……这样的帮扶事件在

环保，
请大家跟着老师一起了解

气的闸门在哪儿，我正好认识可以维修暖气

分之一左右，社区针对老年人，尤其是空巢老

古城西路北社区每天都在发生。队员们用

我国用水紧缺地区的现况，
了解

的人，马上就帮您联系。”说完史五杰趟着水

人消防意识淡薄，生活上也缺少关爱和帮助

爱心传递温暖，让“ 老有所依”不是一句空

缺水地区孩子的用水方法，
并与

到闸门处关掉暖气，打电话联系维修工上门

的情况，由 24 名“老街坊防消队员”与社区

话。

城市孩子用水量做对比，
让大家

修理，然后就拿起簸箕，帮着老人处理地上

34 名空巢老人结成“手拉手防消组”。如果

活动开始，
老师先带大家共

文/通讯员

孔微

从强烈的对比中深刻领会到平
时节约用水的重要性。用电脑
演示地球水资源的比例，
看到用
水的紧缺，
提高对节约用水的重
视。第三个环节就是原创绘本
制作，
给每组家庭发放形状不一

“谢谢您寒风中陪我孙女等妈妈”
“太感谢您了！昨天要不是您在寒风中照

的彩纸、卡纸、水彩笔、双面胶、
胶棒。老师引导小朋友认识水
的形状，
启发孩子思维自己创作

幸好有热心的奶奶在身边，
现在不害怕了，
只是

想象节外生枝会发生什么事。”日前，60 岁左

想着怎么回家。

右的李女士激动地说。她特意来到石景山区

绘本，一步一步地开始制作，再
和家长合作添加文字部分。最
后，
在老师的带领下每组家庭都

上错了公交车，下车的地方不认识，挺害怕的。

顾我孙女，孩子止不定几点才能到家，更不敢

女孩妈妈也不认识女孩所在的地方，王树

杨庄东站公交车站，感谢照顾她孙女的公共文

立条理清晰地说：
“在石景山区当代商城对面，

明引导员王树立。

马路南面。977 快公交车向东行驶的站台。”
女
孩的妈妈说：
“我们才到北京不长时间，我也不

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贴出美丽的
画卷。每组做完原创绘本的小
朋友都获得了一份精美小礼
品。在活动过程中大家都非常

原来，
前一天下午 5 点多钟，
王树立正在站

认识您说的地方。您几点下班呢？会不会我赶

台从事志愿服务，
看到一位七、
八岁的女孩仰着

到时，您已经下班了？”王树立真诚地说：
“您不

头、神情紧张地看着公交站牌。王树立和蔼地

到之前，
我是不会离开孩子的。”

问：
“孩子，你准备坐多少路公交车？”女孩低声

开心，在这种热闹的氛围下，拿
着自己的作品合影留念。
文/京原路 7 号·社区青年汇

军一社区
为老党员过生日

晚上 6 点钟，已经到了结束志愿服务的时

说：
“我找不到家了……”说着，女孩哭了起来。

间，王树立打电话给女孩的妈妈，得知她已乘

王树立忙安慰道：
“别着急，
我是引导员，
一定能

出租车在往这边赶。可能是女孩的妈妈没有

让你平安回到家。”女孩说出了她妈妈的手机

向司机说清楚要去的地方，司机走错了路线。

号，王树立用自己的手机拨通了电话。女孩的

王树立多次给女孩的妈妈打电话指引路线，6

妈妈着急地说：
“平时孩子这时都放学到家了，

点 40 女孩的妈妈终于赶到了。母女相拥在一

现在见不到孩子我正着急。您能让孩子和我说

起。送她们上了出租车，王树立才想起家人也

句话吗？”
女孩不再哭了，
她告诉妈妈，
她应该是

在等着她。

文并摄/记者

李畅

1 月 9 日上午，苹果园街道
军一社区 70 岁以上的老党员
欢聚一堂，伴随着“祝你生日快
乐”的童声歌曲，点燃了漂亮的
生日蛋糕，接受喜庆的红围巾

又有1200辆共享单车有了指定停放点
范围施划共享单车推荐停放点 1000 个，总

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打造“共享汽车

进一步规范共享单车停放秩序、巩固整顿效

长度 5200 米，可停放共享单车 15000 辆。

示范运营区”，计划于 2017 年年底在石景山

果，区交通委日前完成了第七批共享单车推

为规范停车秩序、方便市民出行提供了有力

投放 600 辆共享汽车。

梦”的党员生日活动别具一格，

荐停放点的施划工作。至此，石景山区 2017

支撑。

吸引近 60 名老党员参加。他们

年共享单车推荐停放点施划工作全部完成。

同时，在 2017 年 12 月 30 日，600 辆摩

工作，区内 3119 个路侧停车位对摩范品牌共

在社区万春燕书记的领读下重

第七批停放点共计 126 个，总长度 400

范品牌共享汽车也在石景山区投放到位。随

享汽车全部免费开放并实现随借随还。示范

温入党誓词，现场佩戴党徽；老

余米，可停放 1200 辆共享单车。作为前六批

着摩范品牌最后一批共享汽车投放到石景山

运营期间，
运营状况总体良好，租车率高。

党员代表何淑君激情满怀发言

点位的补充，此次施划比较分散，主要集中在

区，使该区成为北京市共享汽车投入规模最

据悉，下一步区交通委将协调北汽集团

时，手里拿着十多页手写讲话

八角、鲁谷大街、阜石路辅路，填补了部分地

大、分布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城区，初步实

加大停车场开发力度，提高运营效率，强化调

稿，并且几度哽咽；老党员盛秀

区没有停放点的空白。

现共享汽车示范运营效果。

度力量，逐步推动完成车、桩、位一体化的运

纪念品，幸福的笑容洋溢在老
人们的脸上。
这场主题为
“不忘初心共筑

香和张树楹现场即兴创作诗歌

按照北京市缓堵行动计划相关要求，为

区交通委去年全年共分七批次在全区

2017 年 8 月 11 日，石景山区政府与北汽

目前，北汽集团已完成 600 辆车的投放

营模式。

文/记者

胡晓宁

颂扬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为
了助兴，
社区还邀请专业演员表
演变脸节目和喜剧魔术，
为活动
增添了许多欢乐氛围。
文/通讯员

恩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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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角街道
为缓解社区工作者的身心压力，
进一步提

“倾诉的风铃”
减压增能
疗法以及社区工作经验分享沙龙等方面内容。

此次培训体现了八角街道对社区工作者

升社区工作者服务群众的能力，近日，八角街

培训期间，主要采取讲座培训和手工减

的切实关心和爱护，老师们精彩生动的授课

道举办了社区工作者减压增能培训活动。重

压等方式授课，提升了社区工作者思想水平

方式获得了大家的好评。据了解，今后八角

点学习了“十九大”精神、社区工作方法与技

的同时，通过手工减压环节，使社区工作者学

街道将继续开展此类活动。

巧，还有减压手工坊——
“倾诉的风铃”
、植物

到释放焦虑和减压的有效方法。

文/八角街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