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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汁水”变身“矿泉水”

孙建明住在 400 号院最里面，他
最近常把这件开心事儿挂在嘴边：

“我家的自来水终于变清了。”
11月29日中午，孙建明像往常一

样拧开水龙头接水做饭，流出来的水
清澈透明。他指着水龙头上常年绑
着的一块白色纱布说：“之前水质不
好，纱布使用3天就会发黄，现在半个
月了，依然是白色的。”

以前的水什么样？孙建明拿出
他保留的几瓶水样。“刚放出来的水
呈橘红色，像橙汁一样，放水1个多小
时后，水渐渐变清，但底部还有黄色
沉淀物。”孙建明指着最后一瓶水说，

“这是管道修好后的水，清澈透明，像
矿泉水一样。”

孙建明家的窗外摆着好几桶 4升
装的矿泉水，他告诉记者，以前每月
他家要用十多桶这样的矿泉水，以后
矿泉水可以“下岗”了。

自 11 月 16 日管线改造完成后，
包括 400 号院在内的 6 个小院、几十
户居民已稳定地使用自来水半个月，
水质得到彻底改善，同时困扰居民多
年的下水道不畅问题也一同解决。

街道社区联手解决难题

事情要从4个月前说起。

7 月中旬，六条社区居委会接到
居民反映，东四北大街 400 号院的 6
户居民家中自来水发黄，日常生活
受到影响。在核实情况后，居委会
向街道进行汇报，街道立刻联系了
自来水公司、区城管委和市政集团，
协调各方实地考察，最终决定由自
来水集团对老旧水管进行更新，同
时由市政集团负责排污管道的改
造，将水质发黄和下水道不畅问题
一同解决。

然而，工程实施面临一道难题：
胡同内违建太多，工作面积不够。2
米多宽的巷子两侧零散搭建了 18 个
煤棚子和自建厨房，管线改造前必须
拆除这些违建，腾出作业空间。

为了节约时间，街道和社区工作
人员挨家挨户上门劝说居民。“劝说
过程很顺利，随着‘疏整促’工作的推
进，居民对拆违工作越来越理解。”六
条社区书记李玲告诉记者，在居民的
配合下，18处违建3天全部拆除。

然而，违建拆除了，管线改造工
作却迟迟没有展开。“自来水公司的
改造方案修改了很多次，再加上内部
流程复杂，因此时间比较长。”东四街
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乔焕伟说，
为了加快工作进度，街道于10月底向
相关部门“吹哨”，经过反复协商，最
终确定了施工时间。

在等待期间，街道和社区工作人

员多次走访东四北大街 400 号院，向
居民介绍工作进展，关心居民的生活
情况。

经过各方努力，自来水管道和
排污管道于 11 月 16 日全部更新，水
质发黄和下水道不畅问题得到彻底
解决。

居民共议胡同环境提升

如今，管道更新了，胡同里还新
增了多处自来水井、排污井，方便工
作人员分段检查管道。违建拆除后，
胡同的路面重新铺设了沥青，路面也
显得更宽了。

为进一步提升胡同环境，近日，
街道和社区召集6个小院的居民代表
参加了“胡同改造协商座谈会”，共同
协商胡同环境改造方案。

“违建拆除后，胡同里腾出不少
空间。为给居民营造良好的生活环
境，我们将根据居民需求，增设多处
功能性设施。”据乔焕伟介绍，未来，
胡同里将搭建带阳光板的花廊，既可
种植攀爬类植物，又能方便居民在花
架下停放车辆。此外，花池、花架、晾
衣杆等设施也会陆续将胡同“装扮”
起来，在方便居民生活的基础上提升
胡同颜值。

本报记者 庄蕊 通讯员 袁丽霞

周晔于 1983 年来到原北京市
第一聋人学校，从此与特殊教育结
下不解之缘。

从 2011 年 10 月起，作为第一
位手语主播，周晔承担了央视《共
同关注》栏目的每天 1 小时手语直
播任务。由一所学校承担这一社
会任务，还属全国首例。

培育教师 助力发展

在担任第一聋人学校语文教
师的 18 年中，周晔在全国率先承
担了用组合式助听设备训练聋生
发音说话，使用普通学校教材进行
教改试验，对全国年龄最小听障者
植入人工耳蜗后进行培建训练等
实践研究，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
言教学风格。她代培了全国各地
数十名聋校教师，多次在全国、市、
区教学研讨会做研究课、公开课。

2002年，北京市第一聋人学校
与东城区培智学校（智障儿童）合
并，成立北京市东城区特殊教育学
校。周晔2003年任校长，2009年任
党支部书记。她以培养师德高尚、
业务精良、开拓创新的教师团队为
己任，推出了做“最美教师”工程，塑
造了一批批美有高度、美有厚度、美
有风度的专业化特教教师团队。

深化改革 创新发展

周晔任校长后，面对两类残障
学生和学校未来发展，提出“有爱
无碍 教育康复 和谐发展”的办
学理念和“为残障学生一生成长和
生活奠基”的办学宗旨，形成了以
九年义务教育为中心，纵向发展至

学前和职业高中，横向延展至社区
康复和融合教育指导的教学体系，
将学校单一的教育功能拓展至康
复、服务、培训为一体的功能地位，
让优质资源服务更多残疾儿童及
其家庭。

同时，学校构建了十二年一体
化教育（小学、初中、职业高中），完
善了办学体系，实现了智障学生升
入高中、听障学生升入大学的梦
想。目前，学校已有多名听障毕业
生考入大学，升学率 100%，智障职
高毕业学生就业率70%。

舞动手语 传递文明

2011 年 10 月，中央电视台 13
频道《共同关注》栏目决定在每天
晚上 6 时至 7 时推出直播手语节
目，由东城区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
担任主播，这是央视首次在新闻直
播栏目中设立时间如此之长的手
语直播。而且，将这一任务交由一
所学校承担，堪称全国首例。这对
手语老师的全方面素质和专业能
力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周晔深感这既是挑战，又是机
遇。经过几次严格的考核，学校筛
选出 6 位老师组成手语主播团队
承担了这项工作。几年来，每一位
老师都克服诸多困难，出色地完成
任务，得到听障朋友的好评。

此外，周晔还担任了 2012 年
全国两会和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开
幕式等重大时政会议的手语直播
任务，实时将最新的大会盛况无障
碍地传递给听障人士。至今，周晔
已成为大众最为熟知的手语主播。

据首都文明网

为残障学生
一生成长奠基

周晔 女，1963年2月出生，东城区特殊教育学校校长。

榜 | 样 | 名 | 片

居民吃上放心水 街道社区收锦旗
街道启动“吹哨”机制，经4个多月努力使东四北大街6个院落下水道畅通，自来水水质变清

本报讯（记者 王慧雯）11月27日
10时许，位于龙潭街道广渠门内大街
的东方财富大厦外，一辆搅拌车将灌
浆管道伸进大厦地下二层，将混凝土输
送至地下，填补商家私挖的4个“大坑”。

前不久，龙潭街道综合执法队接
到居民举报称，东方财富大厦内不时
有施工的声音。

街道综合执法队调查发现，东方
财富大厦地下一层是一家健身房，商
家想要把地下二层空间建成游泳池，
正在进行施工。执法队立即将工程
叫停，并和区规土委开展了联合检
查，经检查发现，被掏空的地下空间
在地下二层，面积达236平方米。

龙潭街道综合执法队副队长吕昆
说：“我们检查时在现场看到，商家已经
将 4 个深 1 到 1.6 米不等的池子挖好，
正准备做后期防水铺设工作。这栋楼
地上一层就是养老驿站，这对老人和整
栋楼内人员的安全都是很大的威胁。”

街道综合执法队立即约谈相关
责任人，要求恢复原貌。吕昆表示，
这样的“事故现场”，各方规划了好几

个小时，才确定回填方案，以便最大
限度地加快回填速度，确保质量。

据区规土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私
挖地下室和私搭乱建违法建设的属
性是相同的，如果因此造成坍塌或其
他事故，还要负相应责任。

27 日当天晚 9 时 30 分许，地下二
层已全部回填完毕。经过测算，共回
填320立方混凝土。

在回填完毕后，街道综合执法队再
次向该责任人下达“通牒”，要求吸取教
训，不能拿生命和财产开玩笑。

龙潭街道

商家地下私挖游泳池
街道紧急叫停
东方财富大厦一健身房在地下二层挖坑，街道综合执法队约谈，完成回填

本报讯（记者 李冬梅）“停车是
件大事儿，闺女每次来看我，光找停
车位就得转悠 20 分钟”“办个健身小
广 场 吧 ，大 家 能 有 个 地 方 活 动 活
动”……11月30日，天坛街道文体活动
中心二层会议室格外热闹，在南门社
区召开的征询会上，30多位居民对于
社区拆违后腾退空间的使用“发声”。

限时发言让居民都表态

天坛街道南门社区，是今年“百
街千巷”环境整治提升工作的重点区
域之一，通过拆除违法建设，腾退出
了部分公共区域。为了让这些公共
区域的再次利用能更加便民、规范，
社区党委先后发放调查问卷 207 份，
广泛征询社区居民在环境改造、公共
空间利用、停车管理等方面的需求和
意见；还张贴了征询海报、设立征询
专线、开放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欢

迎居民随时提出自己的想法。
81岁的刘华玲老人在现场分组讨

论中提出希望能建一个车棚，“不光能
存自行车和电动车，最好能存放轮
椅。”对于每次每人只能发言两分钟的
议事规则，大家普遍反映时间有点儿
太短了，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充分表述。

作为活动组织者，来自国家开放
大学的孙江涛老师解释说，因为每个
小组都有五六位居民，合理地控制时
间，就是为了让每个人都有机会阐述
自己的观点。

腾退空间将被规划为7个区域

“我们希望通过面对面的交流，让
社区党员群众共同讨论公共空间如何
使用，充分参与社区建设，共建共享美
好社区。”据南门社区党委书记宋莉筠
介绍，他们特别邀请了北京市东城区
益禾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的专家，按照

议事规则对活动进行引导和组织。社
区党委将根据居民在现场提出的建
议，总结归纳成《南门社区公共空间使
用意向书》，并在社区内公布，更广泛
地向居民征求意见。“未来，我们会给
居民提供更多‘发声’机会，动员更多
居民参与社区建设，既通过党员带动
居民参与活动来营造有温度的社区，
又通过发挥党组织作用，让大家在参
与过程中找到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的
平衡点、集合点，构建有风度的社区，
提升社区治理和服务水平。”

征询会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最终
汇总出了绿化、健身、超市等几大类
居民普遍希望增加的社区公共空间。
据了解，天坛街道南门社区的“建”与

“拆”同步进行，违建拆除后的空间将
被规划为 7 个公共区域，届时将基于
现有功能进行提升，并打造不同的主
题，努力满足居民的实际需求，不断
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天坛街道

居民共议腾退空间“干啥用”
天坛南门社区召开公共空间利用征询会；拆违腾退空间被规划为7个公共区域

11月29日，家住东四北大街400号的居民孙建明代表小院全体居民，将
两面锦旗送到东四街道办事处和六条社区居委会，“感谢街道和社区，让我
们吃上放心的饮用水。”

400号院位于东四北大街东侧的一条支线胡同里，胡同不足3米宽，6个
小院住着几十户居民，共用一条自来水管和下水管。

7月中旬，400号院的6户居民家中自来水发黄，日常生活受到影响。在
核实情况后，东四街道立即联系自来水公司商讨解决方案，同时社区工作人
员挨家挨户劝说居民，将胡同里的18处违建拆除，为日后施工腾出空间。

经4个多月努力，一条全新的自来水管道于11月中旬铺设完毕，包括400号
在内的6个院落、几十户居民的水质得到彻底改善，同时下水管道也进行了改造。

周
晔

管线改造后，孙建明家的自来水变得清澈透明。 通讯员 袁丽霞 摄

11月27日上午，搅拌车正在为位于东方财富大厦地下二层的私挖空间填混凝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