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位于东城区体育馆路
街道幸福中街的“幸福”便民浴
室正式运营。

“幸福浴室是体育馆路街
道2018年疏解整治促提升工作
的又一成果， 在入户宣讲政策
的时候， 街巷长了解到居民们
洗澡困难， 需要一个浴室， 经
过街道反复调研论证， 决定拿
出原幸福村社区自管房屋2间，
改建成便民浴室。” 街道办事处
副主任刘洁介绍。

幸福便民浴室由政府出资，
聘请第三方机构运营管理。 不
仅提供普通洗浴， 还专为残疾
人和高龄老年人提供助浴服务，
享受助浴服务的居民可以使用

北京一卡通养老助残卡。
记者在现场看到， 浴室内

铺设了防滑垫， 墙上安装安全
扶手， 放置了可升降的凹槽助
浴椅， 安装紧急救助按钮。

“考虑到幸福村居住的老
人比较多， 我们聘请专业养老
机构建成适老化浴室， 并由专
业机构运营。” 刘洁说。

负责浴室运营的上佳养老
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秦芳介绍，
硬件的打造处处体现温馨和贴
心， 软件上， 运营公司也对员
工进行了专业培训。

“我们这儿是平房区，洗澡
不方便，建浴室解决了我们的大
问题！ ”幸福村的王大爷说。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幸福浴室便捷胡同居民

“一百年前的1919年，在我们
生活的这片土地上， 发生了一场
爱国学生运动———五四运动。 ”1
月31日， 北京四中的历史教师王
冉受邀来到东城区建国门街道社
区服务中心， 为80余名赵家楼社
区青少年和回社区报到团员带来
一场以“五四运动与赵家楼”为主
题的历史文化讲座， 开启了社区
“小居民爱社区议事会”活动。

赵家楼社区党委书记金坤范

表示， 为让社区青少年利用假期
深入了解赵家楼社区的历史文
化，激发学生爱国爱社区的热情，
进一步鼓励“小居民们”参与社区
自治， 增强邻里联系与互助，“小
居民爱社区议事会”应运而生。

王冉讲解了五四运动的历史
背景和 “火烧赵家楼 ” 历史事
件。 在老师的引导下， “小居民
们” 按照居住的胡同被分成若干
组， 竞相围绕 “我能为社区做些

什么 ” 这一话题展开激烈的讨
论。 在讨论中， 孩子们爱家、 爱
社区的热情不断被激发。

据悉， 以 “小居民爱社区议
事会” 为序曲， 赵家楼社区还陆
续开展 “高举五四火炬， 点靓双
新赵家楼 ” 系列活动 。 不仅如
此， 以 “火烧赵家楼” 区级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为主体， 建国门街
道还将在今年 “五四” 前夕精心
打造爱国主义教育主题街区。

□本报记者 边磊小居民爱上社区议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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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

今年春节， 大兴区榆垡镇回
迁社区热闹非凡。 3年前，13个村、
7005户、2万余名村民让地机场建
设。 3年来，大家分散在各地。 今
年，他们终于再聚首，在自家回迁
新房过上了第一个春节。 这个春
节，拉开了他们新生活的篇章。

大年三十儿的团圆饭对郭峰
一家意义非凡， 这是他们搬进新
家的第一次团圆饭。 郭峰一家原
住榆垡镇南庄村， 每次过年便是
家里最热闹的时候。 “家里两个
老人健在 ， 我们两口有两个儿
子 ， 本来就有一个孙子一个孙
女， 在外租房这几年， 家里又添
了两个孙子， 现在一家人聚齐也
有12口人了。” 郭峰说。

郭峰的“任务”是下楼到小区
的便民服务菜店采购食材。苹果、

橙子 、西红柿 、土豆 、猪肉 、牛肉
……便民菜店里瓜果蔬菜一应俱
全。郭峰转一圈下来，便装满了购
物筐，“过年孩子们都回来了，得
多准备点。 ”郭峰说，以往在老院
子里， 他和爱人总要在院子里种
些蔬菜，但冬天一到，买菜就犯了
难，要到离家比较远的市场买菜，
而今搬迁上楼之后， 下楼就有超
市、菜店，十分方便。 自去年9月，
回迁居民领到钥匙以来， 榆垡镇
就全力打造便民服务圈，如今，在
回迁社区已设有5个超市和4个便
民水果蔬菜店。

团圆饭， 一家人围坐在餐桌
前，举杯、庆祝。 同样的画面也出
现在三年前的那个中午，那一次，
是告别；这一次，是团聚。 大家曾
经眼里饱含着的不舍的泪水，已

换成如今这副笑盈盈的模样。
居民家中喜庆祥和， 外面也

是一片欢声笑语。 传统民俗活动
文吵子， 还有新编排的扇子舞、
草帽舞……一场别具匠心的演出
在回迁社区火热上演。

这场精心编排的演出都是出
于张荣英之手。“文吵子不能断！”
张荣英说，以前在村里，每到三十
儿南庄村就与隔壁两个村的村民
一起走街串巷表演文吵子， 大家
一起庆祝新春。 3年了，大家分散
在各地租房子， 而每年三十儿这
文吵子的演出也让人倍加想念。

今年的演出尤其不同。 不仅
有传统表演文吵子， 张荣英还增
加了扇子舞、草帽舞等节目，这都
是大家以前在村里看不到的。 “我
以前是村里的文化组织员， 自从
回迁以来， 我就琢磨着弄点新鲜
的， 就组建了扇子舞队、 草帽舞
队， 还有旗袍队呢， 但这天太冷
了，没法表演，等天暖和了吧！ ”

村转居， 不仅要身体上楼，
更要精神上楼！ 郭峰说： “自从
3年前我们搬迁之后， 眼看着机
场一天天建起来， 今年， 咱带着
家人也去大兴国际机场坐飞机去
旅旅游。” 张荣英也说： “现在
搬迁上楼了， 不用种地了， 大家
时间更多了， 我就想组织我们这
些姐妹们多开展一些文体活动，
学些新节目， 每天开开心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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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回迁居民新居喜过第一个春节

话团圆看演出开启新生活

近日， 记者从东城区食药监
局获悉， 今年东城区的龙潭、 地
坛两大庙会共有106个食品摊位
进驻， 庙会期间对食品经营商户
进行不间断、 全覆盖巡查。

巡查包括每天对果脯、 食用
油、 肉制品、 水产品、 蔬菜等重
点监控食品进行不少于30个样本
的现场快检 （龙潭庙会20个、 地
坛庙会10个）， 较往年共增加10
个样本量。 同时， 对庙会所有经
营羊肉串的8个摊位进行两次全
覆盖专项抽检， 计划抽检16个样
本， 共计160余串。

“庙会期间， 我们对所有食

品经营摊位进行不间断、 全覆盖
检查，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责
令庙会管理方即时整改。 今年在
要求所有肉串、 肉丸必须明示肉
质的前提下， 重点查看其是否取
得了肉品检疫合格证明， 并对庙
会所有经营羊肉串的摊位进行全
覆盖专项抽检。 我们在大年初一
抽检的基础上， 初五又增加一次
抽检， 重点检测动物源性成分和
瘦肉精、 抗生素等项目。 一旦发
现问题， 经营者将被立即清退出
庙会， 并列入庙会商户黑名单，
不得再进驻庙会。” 食品市场科
科长郭琛说。

东城区食药监局将检测车开
进庙会现场， 每天对食用油的过
氧化值、 酸价， 蔬菜中的农药残
留，干果的硫化物残留，果脯麻糖
的甜蜜素、糖精钠，水产品的甲醛
等项目开展快速检测， 及时排查
风险隐患。 截至目前，龙潭、地坛
庙会未发现食品安全方面违法违
规行为，快速检测均合格。 同时，
今年东城区食药监局从庙会商户
招商开始全程介入， 对引进企业
的资质进行严格审查， 对于提交
材料不全的要求其补全； 严格核
定经营项目， 糖葫芦需符合现场
制售条件才能售卖。

□本报记者 唐诗

全覆盖不间断巡查庙会食品摊位
东城区食药监局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齐清 曹泽玲

前几天， 一面写着 “心系
群众、 真心英雄” 的锦旗送到
了北辰集团五洲皇冠酒店， 感
谢在酒店安保部任职的消防值
机员房朋朋， 在他的果断处置
下， 避免了一场火情的扩大。

前几天， 房朋朋像往常一
样， 下了夜班回到位于昌平区
北七家镇燕丹村的家中。 “中
午刚要睡着时， 突然听到邻居
阿姨大声哭喊着 ‘着火啦 ’。”
身为消防值机员， 对房朋朋来
说， 火情就是命令。

他一边跑去拿灭火器， 一
边让阿姨去叫醒其他住户。 看
到屋内的明火， 他果断关闭电
源总闸， 拎着两具灭火器， 冲
进房间灭火。 随后， 他又和赶
过来的房东大哥拿着四具灭火

器再次冲进火场。 十多分钟里，
他前后进行了3次扑救。

“火势愈演愈烈， 明火接
连引燃了屋内一切的可燃物 ，
烟雾也是越来越大。” 拥有一定
专业知识的房朋朋意识到， 仅
用简单的灭火器是无法扑灭明
火的。 他当机立断报警， 并确
保楼内住户迅速撤离到外面的
安全地带。 随着消防车赶到现
场， 全部明火被扑灭。 消防中
队领导也对房朋朋第一时间实
行扑救的行为予以肯定。

“酒店经常举行各种实战
演练、 消防演习， 这让我第一
时间能够保持冷静， 果断处置。
在之后的工作中一定会加倍努
力 ， 争取做得更好 ， 为酒店 、
为客人保驾护航。” 房朋朋说。

酒店消防值机员果断处置火情
群众送锦旗表谢意

近日，怀柔区汤河口镇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举行了主题为“康
复一个人，拯救一个家”的趣味
运动会，参赛人全是康复患者。

此次活动根据患者自身情
况分为个人组和双人组， 项目
有臀桥 、 床旁坐起 、 bobath握
手、 走路、 折纸以及康复小知
识问答 。 患者玩得兴高采烈 ，
彼此相互加油助威。 患者王先
生 的 爱 人 一 边 拍 照 一 边 说 ：
“医生们真是动足了脑筋， 我们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汤河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相关负责人介绍： “运动会都
是简单的项目， 对正常人来说
毫无难度， 但对这些患者来说，
现在可以去尝试完成这些任务。
今后， 我们还将根据不同患者
设置不同的康复方案， 帮助他
们树立康复信心、 生活信心。”

据悉，怀柔区汤河口镇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是怀柔区唯一一
家转型康复医院的医疗机构，转
型工作将于2019年底完成，并增
加“怀柔康复医院”这一名称。

□本报记者 唐诗 通讯员 孙建国

怀柔康复患者“玩转”趣味运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