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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庄蕊）近日，东四
七条胡同物业人员向本报反映，东四七
条胡同东口过街信号灯发生故障，始终
显示红色，行人只能闯红灯过马路。

问题
绿灯“失明”过马路存危险

11 月 29 日上午 9 时 30 分许，记
者在东四七条胡同东口看到，南侧不
远处的斑马线上方立着一个过街触
摸式信号灯，显示为红色。记者按下
灯杆上的圆形按钮，正常情况下，信

号灯应在一段时间内变成绿色，但是
10 分钟过去了，信号灯仍为红色。
记者反复尝试了几次，信号灯的颜色
都没有改变。

信号灯周围胡同密集，对面还有
一个医院的家属区。测试期间，不时
有行人在车流中穿行过马路。

“我每天在胡同口疏导交通，时间
长了，发现旁边的过街信号灯始终是
红色的。”向本报反映情况的物业人员
韩先生告诉记者，东四七条胡同里有
一个小学，每天放学时，家长只能带着
孩子闯红灯过马路，“实在太危险了，
希望有关部门能尽快修理一下”。

解决
绿灯“复明”过马路变安全

在核实情况后，记者于当天上午

10 时许联系了区城管委，区城管委
立即协调区网格中心立案处理。

当天下午 3 时许，记者再次来到
现场时，信号灯已经修好了：按下按
钮，不一会儿信号灯就变成绿色，行
人的通行时间约 30 秒。在胡同口值
班的韩先生亲自试了一下，高兴地
说：“这么快就修好了！”

据区网格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信号灯的维修由市交通部门负
责，区网格中心在接到报案后立刻
联系了相关部门，督促对方尽快进
行维修。

记者在现场看到，家长带着孩子
陆续走出胡同口，准备过马路。韩先
生和网格员一起引导大家在信号灯
下等待绿灯。“以前过马路提心吊胆，
现在有了红绿灯，领孩子过马路安全
多了。”一位家长说。

5小时治好绿灯“失明”过马路“安全多了”
东四七条胡同东口过街信号灯发生故障,本报向相关部门反映后当天得到解决

本报讯（记者 庄蕊）“太好了，
感谢志愿者们，以后走路不用担心
了。”12月 1日，东四三条 5号院的韩
大爷看着自家旁边的违建“轰隆”一
声被推倒，心里如释重负。

被拆除的违建位于小院通道
旁，当年修建时为了增加面积，将一
棵树“裹”在了房里。20 年过去了，
小树渐渐粗壮，冒出地面的树根不
断上拱，将通道一侧的墙挤得外
倾。70多岁的韩大爷在小院里住了
一辈子，过去几年，他亲眼看着这面
墙越来越斜，越来越危险。

“通道是小院居民进出的必经
之路，而且只有 1 米宽，要是墙倒时
碰巧有人路过，跑都来不及。”住在
违建隔壁的丁先生告诉记者，拆除
前墙体裂了很大一条缝，居民经过
时都格外小心。

12月1日，东四街道二条社区利
用“周末卫生大扫除”活动拆除了违
建，消除了居民出行隐患，让老树

“重见天日”。

事情还要从几个月前说起。二条
社区的社工在巡查时发现，东四三条5
号院这处违建墙体倾斜严重，便联系
房主要求拆除，当时房主不同意。

为了劝说房主，二条社区居委
会在耐心沟通的同时，采取“暖心”
工作方式。房主家庭困难，二条社
区的工作人员不时登门拜访，嘘寒
问暖，帮忙解决生活中的困难。最
终，房主被打动，同意拆除自家违
建，还亲自参与到拆除工作中。

大扫除当天，在职党员、社区居
民、机关干部等 60 多位志愿者分工
合作，掀屋顶、卸门窗、推墙、搬运渣
土……一个多小时后，违建彻底拆
除，不仅居民出行安全了，“房中树”
也露出了真容：树干直径大约 50 厘
米，粗大的树根蜿蜒盘绕在地面
上。“我打小就看见这棵树，至少有
60多年的历史了。”韩大爷说。

记者在现场看到，被拆除的违
建紧挨着防空洞入口，周围还有好
几处违建。“拆违工作还会继续。”东
四二条社区书记王莉告诉记者，下
一步，街道将请民防部门勘测防空
洞情况，同时请园林局对老树进行
鉴定，从而确定下一步拆违计划。

大扫除合力拆违解救“房中树”
东四街道二条社区利用“周末卫生大扫除”拆除违建，消除了居民出行隐患

本报讯（记者 李冬梅）随着“国际
志愿者日”的到来，天坛街道广泛动员
地区居民、企事业单位参与志愿活动，
并组织北京邮电大学经管学院的大学
生志愿者们走进社区参与志愿服务。

12 月 1 日上午，北京邮电大学经
管学院 20 余名志愿者来到天坛街道
祈谷社区，参加了社区合并后的第一
次“周末卫生大扫除”活动，大家一同

清扫了辖区内的落叶和卫生死角。
“大学课堂上，我们挥洒笔墨书写青
春答卷；街道院落里，我们手握扫帚
建设美丽社区。变的是场合，不变的
是时代青年的热情与担当。”大学生
赵瑞瑞说：“作为北邮学子，我们一定
会利用课余时间继续参与社会实践
和志愿活动，为建设美好家园贡献青
春智慧，凝聚青年力量。”

为更好地推动清洁空气、保护河
湖、垃圾分类、文明出行、背街小巷整治

“五大青年行动”，充分激发基层团组织
工作活力，天坛街道主动对接、设计项
目、提供资源，帮助社区引入志愿团队，
使志愿服务项目在街道、社区落地、扎
根。下一步，天坛街道也将继续为北京
邮电大学经管学院志愿者团队提供更
为丰富的志愿服务活动。

“北邮”学子加入大扫除

本报讯（记者 刘旭阳 通讯员 刘满清）受新一轮不利气象条
件影响，北京遭遇区域污染天气过程，全市自 1 日 0 点起开启空
气重污染黄色预警。针对本轮污染形势，区城管执法局第一时
间加大对辖区施工作业、违规运输车辆、露天烧烤、露天焚烧、涉
煤问题等违法行为拉网式检查，重点控制施工工地扬尘污染。
12 月 1 日 0 时许，区城管永外街道执法人员来到望坛回迁工地
进行检查。空气重污染期间，城管执法部门还在安定门桥联合
环保、城管委等部门设置点位开展联合夜查，重点查处违规渣土
车、超标燃油车等车辆，确保污染可控。截至目前，东城城管共
出动执法人员310人次，检查工地83处。

重污染来袭 城管凌晨查工地

本报讯（记者 史昕玥）11 月 29 日，民革北京市东城区委与
区残联携手举办脊髓损伤者“幸福生活”公益扶助活动。此次
活动为东城区脊髓损伤残疾人分两批捐赠价值 50 张 40 余万元
的防褥疮床垫。在爱心支持单位浙江一阳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和北京鹤逸慈老年生活用品有限公司的共同努力下，已完成了
第一批 20 张防褥疮自动翻身床垫的配送和装配工作。活动举
办后，将陆续为有需求的30名重度残疾人进行入户安装。

“幸福生活”捐赠防褥疮床垫11月29日

11月30日

12月1日

12月2日

本报讯（记者 王慧雯）11 月 29 日上午，我区驻区部队基层
骨干心理咨询技能初级培训班开班典礼在区消防支队举行。此
次培训是由区双拥办主办，区华健社会关爱中心承办的“2018
年东城区社会组织拥军服务进军营项目”。此次培训由专家学
者授课，培训历时 5 天，共 36 学时，包括理论实操学习和考试。
参加培训的 42 名学员分别来自驻区陆军、空军、武警部队以及
区消防支队等驻区部队。

区双拥办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此次培训使部队基层骨干掌
握为战士进行心理疏导的方法，从而成为部队内部心理咨询师，
在日常工作中帮助战士解决心理问题，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

驻区部队骨干学习心理咨询

本报讯（记者 史昕玥）为推进非公企业妇女组织建设，维护
妇女在企业中的合法权益，11 月 30 日上午，在东花市街道妇联
的大力支持下，北京商鲲教育控股集团妇女委员会成立并召开
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据了解，东花市街道也成为我区首
个非公企业成立妇女组织的街道。

现场还举行了《商鲲女性风采》一书的颁书仪式及“十七支
商鲲巾帼志愿服务队”授旗。随后，志愿服务队部分成员到3户
困难家庭“送温暖”，为他们送上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

东花市非公企业成立妇女组织

本报讯（记者 史昕玥）12 月 2 日，由区文联、区第二文化馆
和北京广角摄影学会共同举办的“古都运河情——第二届北京
街道市民摄影大展”在区第二文化馆开幕。

该活动自今年 1 月开始筹备，至 10 月 10 日截稿，共征集到
来自北京各界摄影爱好者的投稿 1282幅。经中国摄影家协会、
中央电视台摄影家协会和北京广角摄影学会的 5位摄影家评委
评选，101幅作品获奖，其中十佳作品 10幅，优秀奖 91幅。此次
展览持续展出3天，免费向市民开放。

北京街道市民摄影大展开幕

天坛街道

本报讯（记者 李冬梅 王慧雯
史昕玥）12 月 1 日是第 31 个“世界艾
滋病日”，今年宣传活动的主题为“主
动检测，知艾防艾，共享健康”。东城
区以创建第三轮全国艾滋病综合防
控示范区为契机，创新性提出“社区
参与的艾滋病综合防控模式”，动员
各街道、保健科等单位共同参与到
艾滋病防控工作当中，使东城区艾滋
病防控工作质量在整体上有了显著

提升。
11 月 30 日下午，东城区 2018 年

世界艾滋病日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
在北京景山学校举行。400 余名同
学在防艾知识展示区、防病知识答题
区和 HIV 检测体验区通过多种形式
了解了艾滋病的危害和防艾知识。

当天，安定门街道团工委联手北
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在分司厅41号
二层会议室组织“主动检测，知艾防

艾，共享健康”防艾滋病宣传活动，北
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师生邀请居
民参与“对话青年，艾滋病知识普及”
互动游戏，让居民进一步了解艾滋病
的传播及预防的方式。

据悉，我区年宣教覆盖人数已由
最初的 2000余人升至 25.5万人，年高
危人群HIV抗体筛查人次由400人次
上升至 2.3 万人次，各项防控工作在
北京市均名列前茅。

我区全年防艾宣教覆盖25.5万人

11月29日，绿灯故障排除后，家长接孩子过马路不用再闯红灯。 记者 庄蕊 摄

部队骨干正在接受培训。 区双拥办供图

违建拆除后，老树露出真身。
记者 庄蕊 摄

本报讯（记者 王慧雯）近日，记
者 从 区 民 政 局 获 悉 ，自 2017 年 以
来，我区采取多项举措积极帮扶困
难群众，成果丰硕。截至今年 9 月
底，我区累计支出各项救助资金近
3 亿元。

在医疗救助过程中，工作人员逐
户了解患病家庭困难情况，实施“政
策+慈善”的救助模式，截至今年 9 月
底，共实施救助 3106 人次，累计支出
1023万元。

在临时救助方面，对遭遇突发事
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
原因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的困难

群众，及时给予应急性、过渡性救
助。截至今年 9 月底，共实施临时救
助 251 户次、497 人次，累计支出资金
80.7万元。

此外，我区还对依靠燃煤、清
洁能源分户自采暖及集中采暖方
式过冬的城市低保家庭和享受生
活困难补助待遇的民政对象实施
供 暖 救 助 。 2017 到 2018 年 度 ，燃
煤 、清 洁 能 源 分 户 自 采 暖 救 助 共
1277 户 ，发 放 救 助 金 135.99 万 元 ；
集中供暖救助共 1932 户，发放救助
金 267.96 万元。

两年间，我区还积极统筹各类

资源，开展各类帮扶救助活动。成
立了区级困难群众救助服务指导中
心，在试点街道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方式引入社会工作机构开展精准个
案帮扶，完成 96 户特殊困难家庭帮
扶工作，并为特殊困难家庭建立了

“一户一档一策”，开展心理疏导、生
活照料、社会融入、能力提升、辅具
申请等服务。

此外，我区还积极储备救助物
资，购置足量御寒物资和食品，依托
网格中心和专业力量，对流浪乞讨人
员进行甄别、救助，确保流浪乞讨人
员温暖过冬。

我区两年近3亿元帮扶困难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