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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News

大兴
社区

地下群租房变身爱心书屋

民生

3200 余册藏书 每天免费对外开放
首座御园
二里社区

时代龙和

应急演练 猫腰
捂口鼻 快速走
地铁里“浓烟滚滚”，孩子

7 月 11 日下午，大兴

少阅读空间，今年 5 月，街道关工委在区关工

区兴丰街道时代龙和小

委的帮助下，
在这里建起了 200 平方米的关爱

区的地下空间，迎来了改

书屋，
还请来专业的团队进行装修。

造为关爱书屋后的第一

3200 本图书供儿童“书海遨游”

批读者——社区红黄蓝幼儿园的 10 位小朋

关爱书屋室内墙壁色彩斑斓，小朋友们

友。孩子正聚精会神地埋头读书，快乐遨游

坐在彩色椅子上聚精会神地看书。在他们的

在知识的海洋中。

身后，区关工委和区图书馆捐赠的 3200 多册

孩子度过暑期的好地方

儿童读物码放得十分整齐。
“幼儿园里大多都

“狗狗是人类的好朋友。”一位正在阅览

们捂住口鼻，猫着腰，手牵手，

是绘本，种类比较单一。”带领孩子们前来阅
书屋曾是地下群租房

顺着墙壁快速而有序地挪动着

《忠诚伴侣——纽芬兰犬》的小朋友向记者

步子。近日，首座御园二里社

说，在关爱书屋他发现好多自己喜欢的书

遨游在书海中的孩子们可能想不到，
如今

区在房山区长阳镇应急体验

籍。
“放暑假了，孩子很喜欢这里，有很多他喜

干净整洁的阅览室，之前曾被违规打隔断出

据悉，7 月 11 日区关工委主任周静溪为

馆，为社区青少年举办暑假应

欢阅读的书籍，而且还是交友站，他可以认识

租。
“面积一千多平方米的地下室住着一百余

关爱书屋正式授牌，自此，这个 200 余平米

急演练活动。

很多小朋友。暑假带着孩子来到书屋看书，

人，
可想而知安全隐患有多大。”
兴丰街道关工

3200 余册藏书的图书室每周 7 天正式对外

既可以让孩子从电子设备中走出来，又可以

委主任姜京鸽介绍说，2015 年街道就清退了

开放。关爱书屋每天免费对外开放，并设有

亲子读书，增加交流。”现场一位家长说。

这处群租房，并着手利用这块空间，防止群租

专人管理。据了解，今年暑假，街道关工委计

自救互救等几个项目。孩子与

工作人员介绍，这个书屋设有儿童阅览

房反弹。随后的两年，
街道与大兴区社工委合

划在这里举办亲子阅读活动，帮孩子们建构

家长分为两组，
通过触屏电视让

区，家长休息室和成人图书室，家长与孩子能

作，
先后在这里开辟出了乒乓球运动室和书画

精神世界，
培养多元智能。

每一个孩子体验模拟报警系统、

同时阅读，培养亲子感情。

室供居民休闲娱乐。考虑到孩子们节假日缺

本次演练活动分模拟实践、
紧急救助、应急避险、安全撤离、

读的老师说，准备把这里作为学生的课外阅
读基地。

文并摄/记者 李梦丽

厨房模拟灭火、消防标识识别系
统、模拟灭火系统、地震模拟平
台等。之后在模拟地铁中，
应急
指导员还对地铁中的各个应急
按钮进行了详细的讲解，
指导孩

公共绿地成私家菜园 物业管管

子们进入逃生通道，
模拟地铁内

木篱笆、石头小路，种

突然起火，
产生大量烟气。孩子

菜、种花……日前，据居民

们在指导员的带领和指挥下,用

反映，怡兴园小区多处绿

小区道路坑洼不平也引起了居民的不满。
“这

植地被私家占用，路上坑

不放暑假了嘛，我们家孩子中午出来玩，都不

手捂住口鼻、猫着腰，
手牵手、相
互帮助，顺着墙壁，紧张有序地
疏散离开。

怡兴园小区

被圈在了菜园里。
除了个别居民私自占用绿植地的问题，

敢让他跑，这地全是坑。”该居民说，
“ 我一个

坑洼洼容易被绊倒。

大人都被绊倒好几回。”

怡兴园小区建于2002年。居民说，
起初，

此次活动是对社区处理突

小区里绿地面积很大，
“早那会儿天天出来遛弯，

据小区居民回忆，自己两年未交物业费

发事件应急能力的一次检验，

中间水池有喷泉，
旁边那小花园里有花还有草，

也没被追要，今年因为装修房子才交了 900

进一步向社区青少年普及了防

环境很好。
”
据小区居民介绍，
近年来私家占用绿

震减灾、消防安全知识。

地的情况愈发严重，
有的加装了木头篱笆，
有的

文/记者 杨雪寒

用废弃木头门围挡起来。有的用砖头铺了小路，

公园”，长亭、绿草地、下象棋的石桌均有，以

还种起了花和蔬菜，
“有居民觉得不合适就去找

及两只“石头羊”。如今，绿地没了踪影，取而

他们理论，
没用啊，
人家还有一套说辞呢。
”

代之的是“私家小菜园”，而其中一只“羊”也

物业也不表态，就更没人交了。”
截止到记者发稿，暂未联系上怡兴园小
区物业，
本报将持续关注此事。
文并摄/记者 杨雪寒

听讲座 未成年人学会保护自己

魏善庄镇

节日祝福
送到消防中队

多元钱。
“ 其实我也希望小区变好，小区现状
居民说，小区中心喷泉西侧曾经有个“小

“火警是 119，报警电

本次活动由北京市京广律师事务所刘玉

传镇里一年会有 200 余场，
“在校期间镇关工

话是 110。”
“ 不能让别人

芹主讲。刘玉芹律师通过三方面进行讲述：

委联合司法所在学校大礼堂开展普法课堂，

碰衣服盖住的身体部

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妈妈，请别伤害我；

寒暑假，就几个村成一片，联合开展普法教

位。”近日，在西麻各庄村

谁也别想伤害我。内容包含：尊重父母；遇到

育。”

党委书记谢景然、副镇长邢玉

礼堂，榆垡镇关工委（注：关爱下一代工作委

家暴该怎么办以及和陌生人相处如何保护自

超、副镇长任杰，到魏善庄镇消

员会）及榆垡司法联合举办了“五联村未成年

己。

防中队看望慰问全体消防官

人法律教育专题讲座”活动。西麻各庄村、东

“这次讲座主要针对小学生，所以内容以

兵，并送上了节前祝福和慰问

麻各庄村、刘家铺、邓家屯、闫家场五村未成

暑期安全为主。”司法所蔡莅介绍。据榆垡镇

品。

年人及家长约 100 余人参与。

关工委秘书长曹化旺介绍，类似这种法律宣

7 月 31 日下午，魏善庄镇

榆垡镇

近年来，榆垡镇着力打造“未成年人零犯
罪镇”
“未成年人零犯罪村”，西麻各庄村则为
北京市评选的“双零社区”试点。
（注：未成年
人零犯罪、零受害。
）
文/记者 杨雪寒

慰问期间，镇消防中队队
长孙超代表中队全体官兵向镇
领导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

参加劳动苦与乐 体验科学小创作

并汇报了 2018 年上半年中队
工作情况。谢书记对消防中队
日常工作表现给予高度评价，

8 月 1 日上午，宏业西区

大扫除活动后，稍作休息，由科技老师开

社区以“青少年进社区大扫

启了青少年暑期第二次主题科技课——
“自

除”为主题开展了捡拾白色

制空气净化器”。老师为青少年们讲解空气

垃圾，共建美好社区环境青

净化器的原理和制作过程，经过初步了解后，

定、经济社会建设等方面做出

少年暑期实践活动。同时，

孩子们开始了自己动手制作过程，虽然有的

的贡献。最后，谢书记提出，全

活动还聘请拿云致象科技的老师走进社区，

小朋友动手能力不强，但是在老师们的细心

体官兵要再接再厉，积极支持

开展“自制空气净化器”科技课活动，此次活

帮助讲解下大家都完成了自己的小作品。

魏善庄镇各项发展，为社会和

动共吸引 30 余名青少年参加。

并向消防官兵长期以来做出的
突出贡献表示感谢，充分肯定
了消防官兵为辖区的安全稳

谐稳定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
文/通讯员 孟宪薇

■ 编辑/赵亚辉 ○ 美编/冼莉 ○ 校对/项战■

宏业西区

此次活动不但让社区青少年体验了劳动

小小志愿者拿上社区工作人员分发的夹

的苦与乐，同时科技课的开展又开阔了视野，

子垃圾袋、红袖标等劳动用品开始捡拾垃圾。

热情不减，
充满活力，
干劲十足，
一个个虽然满

捡拾垃圾过程中尽管天气炎热，
但是孩子们的

头大汗，
但是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也让他们感受到了创新科技的无穷力量。
文并摄/宏业西区社区居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