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News

顺义
社区

06

评选
征集令

民生

本报与中融信托财富中心主办的“中融·财富杯 顺义好邻居”第四届征集活动开始啦！每
周报道一对或两对好邻居家庭，共计 50 对。欢迎您拨打本报热线电话 60416606 报名，或通过本

报微信举荐您与邻居的故事。我们筛选后，将派出记者采访报道。经过公众投票，将评选出 3 对共 6 个“好
邻居”家庭，并评出一、二、三等奖。一等奖每个家庭获 1 万元、二等奖家庭获 6000 元、三等奖家庭获 3000

本栏目由顺义区
精神文明办、政法委共同协办

元的奖励。此外，
未获得前三名的好邻居，
每个家庭也将获得 500 元奖励。

相处如酿酒 近邻似亲人

顺义区第四届好邻居（26）

同住花溪渡小区的两家人

“我们就像一家人，谁帮谁都不算搭
情。”这句话在王飞和赵文河的身上体现
得淋漓尽致，两家人自 2016 年相识，同住
花溪渡小区。你帮我看个门，你家的孩子
我帮忙照看，我家的亲戚你都熟悉。这两
家人的感情就像坛子里的酒，
越久越浓。

帮忙抬家具 两家人越走越近
2016 年 3 月，赵文河一家刚刚搬入花
溪渡小区，由于小区内部分道路无法开进
卡车，工人只能将家具卸在小区内的行车
道旁，人工将沙发、冰箱抬到单元门内，由
于搬家物件较多，
几趟下来也没有搬完，
赵
文河和工人已经筋疲力尽。
“我当时想这可
坏了，眼瞅这天儿要下雨，累得我够呛，当
时急得我直跺脚。”
赵文河告诉记者。
正在众人发愁的时候，邻居王飞和他
的儿子恰巧经过这里，眼见乌云上来了，

说跟赵叔一起，不得不提的就是我俩都喜

二话不说，跑过来帮着赵文河搬运家具。

欢喝酒，
研究酒文化。”

感还是很好的！”

一些花草，但移植过来的花草总是蔫的无

由于王飞也是个酷爱美酒的人，平日

精打采，赵文河看到后主动帮忙栽培，还

“真是多亏了这父子俩，要不然这点东西

有一次王飞从老家带了一些野菜送

里他都会去找赵文河喝两杯，一来二去，

买来了营养液，并按照花草的习性告诉王

都让雨给淋了。”赵文河说。为了表示感

给赵文河，刚一进家门，就被眼前的酒柜

两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浓。

飞如何种植。

谢，事后赵文河主动买了一些水果送给王

吸引了。原来，赵文河有个爱好就是收

飞一家，但王飞却没有收下。通过这件事

互帮互助 两家人变得更亲密

藏美酒。
“以前出去玩的时候，只要见到

帮忙扛桶水、中午拼个饭，寄存个快

儿。”王飞说，
“能有赵叔这样的邻居，真的

也逐渐打开了两家的话匣子。

美酒就想买回去收藏。”赵文河说。说到

是很幸运！”在这相识相伴的两年里，两家

热衷美食 两家人一起拼桌吃饭

递，
“ 都是些邻里之间的小事儿，赵叔比我

收 藏 价 格 ，赵 文 河 告 诉 记 者 ：
“不贵不

年长，也很照顾我们家。”王飞告诉记者。

人好东西一起分享，
有困难时共同分担，
邻

贵！好多都是地方酒，或者是别人家酿

“真没想到，赵叔还是个园艺高手。”原来，

里之间的相互帮助、点滴的浓情关怀，
让两

的酒，卖不出什么价格，款待亲戚朋友口

王飞家自带个小花园，他和爱人喜欢种植

“很多居民搬进楼房之后没有交集，
可我们两家人关系很好。”王飞说道。
“要

“邻里相处，
其实都是生活中这点小事

家人变得更亲近。

文并摄/记者 李黎明

燃气涨价 大爷大妈扎堆囤气
“用气量大的话，涨价前买能省不少

居民认为，用气量大的家庭，囤得越多就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调价对一般

呢！”北京市发改委近日发布消息称，7 月

越省钱。

市民家庭来说，影响并不大。按目前本市

10 日起北京市居民用气每立方米销售价

提醒：阶梯式收费 多买不一定省钱

普通居民用户一般生活用气每户每月

格将上调 0.35 元。消息不胫而走后，顺义

买得多省得多，真是这样吗？在此，

10.9 立方米的用气量测算，此次价格调整

区众多居民赶在涨价前赶往天然气售卖

相关部门提醒市民：由于阶梯气价执行周

后，每户每月平均大约要多花 3.8 元。对

点，扎堆排队囤气。

期为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只要在年

壁挂炉和农村“煤改气”等分户自采暖用

居民：囤得越多就越省钱

度周期内购买量超过第一档，超过部分的

户，此次气价调整影响则稍大一些。不

气量价格就将按第二档计费。市民在购

过，为减轻气价调整对居民分户自采暖用

7 月 9 日下午，记者在顺义区燃气公
司站前街营业室看到，室内排满了购买天

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家做饭、烧热水、供

气时根据实际需要购买，可以节约不必要

户的影响，国家也进行了相应补贴，其中，

然气的居民，门外也排起了十余米的长

暖全靠天然气，仅供暖一项就要花不少

的支出。举例来讲，农村煤改气采暖用户

壁挂炉用户每个采暖季用气 820 立方米

队，足有上百人扎堆囤气。一些居民购买

钱，听说要涨价，赶紧请假来囤气。赵女

第一档用气量上限为 2500m ，王先生家

以内的气量，每立方米的补贴标准也相应

完毕后高兴地离开了。

士也告诉记者，自己家在农村，有两块燃

却购买了 3000m ，多出的 500m 均按照

上调 0.35 元。同时，对非居民用天然气，

“一个取暖季就要消耗 3000m3 天然

气 表 ，共 可 买 6000m3 天 然 气 ，
“今天不

第二档价格标准收费，实际可能并没有想

按照用气的不同类别进行差异化下调。

气，算下来总共多花一千多元！”居民张

买，等于白扔了两千一！”采访中，大多数

象中那么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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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并摄/记者 李楠

两村新增 300 余个车位
后沙峪镇罗各庄村、仁和镇河南村
北青社区报记者近日获悉，后沙峪镇

村委会将村内东凤街东口的一处废品回

供车位 200 余个，同时设有 10 个充电桩，

罗各庄村、仁和镇河南村正在整合村内空

收站改造为停车场，不仅清理了回收站内

预计两个月内建设完毕。

闲场地，将村内闲置用地、阳光房及废旧

堆积的垃圾，
还新设了 40 个停车位。

回收站改造为停车场，共计约 300 余个停

对此，记者联系到了罗各庄村委会，

同时，村委会将幸福路、西大街的 2 处

工作人员表示，此次停车位改造工程利

车位，有效缓解了村内停车难的问题。

闲置用地进行升级，并画上了停车位，免

用有限的空间和场地，促进了村内公共

河南村废品回收站变身停车场

费向居民提供。据了解，目前村内停车场

资源的高效利用，缓解了村民停车难问

由于河南村私家车拥有量不断攀升，

已达到 14 个，
可同时容纳车辆 500 余辆。

题的同时，也使村内环境变得更加美观，

使得村内停车变得越来越难，村内道路、

罗各庄村阳光房巧变停车场

路都成了“停车场”，不方便车辆停放和行

今后，村委会将继续努力，不断改善小区

周 边 马 路 、绿 化 带 都 成 了 村 民 的“ 停 车

由于近年来罗各庄村内原本预留的

人通行。村委会决定在村南口处新设一

交通状况。

场”。为了缓解村内停车难问题，河南村

空地无法满足村民们的需求，导致周边马

处停车场，已于 7 月 4 日开始动工，预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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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记者 李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