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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好“守门人”和“引路人”
草厂社区疫情防控临时党支部筑牢疫情防控防线，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花头子”李健：

录制视频课程 线上传授养花“秘笈”

记者手记

会长、李头儿、大管家……李健走在胡同里，不少居民和他打招呼，虽然称呼五花八门，但都体现出对他的信任。几年来，
李健带领居民种花、养花，赢得了街坊四邻的认可，谁家有困难都愿意和他说说，他在胡同里管的事也越来越多。去年9月，李
健光荣地成为一名预备党员，他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记者 庄蕊 文/摄

录制课程传授养花经验

每年春天，花友汇都组织居民种
植各种鲜花和藤蔓植物，包括月季、
葫芦等。今年因为疫情，花友汇暂停
线下活动，不少居民尝试自己种植，
遇到一些困难。为了指导大家，我和
擅长摄影摄像的花友汇成员黄玉金
商量，制作几期视频课程线上传授大
家种植技巧，包括葫芦籽的鉴别和发
泡、葫芦苗的培育和移栽等。

我种了20多年的葫芦，在实践中
总结出了一些独家经验，通过视频传
授给大家。比如发泡陈年葫芦籽最
好用“血汤子”，就是冷冻肉泡化后的
血水，效果比营养液好；一般花池子
里的土容易板结，营养不足，幼苗移
栽后需要施肥，方法是把复合肥料、
营养土和水混合在一起，发酵后分步
骤添加；防治病虫害要注意花池周围
的环境，不能只清理花池里面。

视频播出后深受居民喜爱，不少
居民还将视频转发到其他地区的花
友微信群，现在每天都有人向我咨
询。接下来，我打算组织更多的种花
能手制作视频课程，教授月季等花卉
的种植技巧。

以花为媒和谐邻里关系

3 年前花友汇成立时，大家推举
我担任会长，其实我心里没有底，因
为居民工作不好做，既要搭工夫，还
要压住气儿，而我偏偏是个急脾气。

起初，胡同里有不少私搭乱建的
煤棚，我劝居民拆除煤棚变成花池
子，大家不理解，“片儿汤话”甩出来
特别扎心。当时花友汇只有 7 个居
民，认养了部分花池子。到了夏天，
花池子里开满鲜花，吸引居民驻足观
看，讨论养花的人越来越多，花友汇
队伍也越来越壮大。后来，胡同里的
煤棚子都拆了，建起了一个个花池
子，大家以花为媒结交朋友，不仅美
化了胡同，也和谐了邻里关系。

我住在铁营南巷胡同，胡同里有
两位居民长期关系紧张。两年前，其
中一位居民想加入花友汇，我告诉
她，加入花友汇有两个前提，一是拆
除自家煤棚，二是和邻居搞好关系，
她一口答应了。后来，她的煤棚变成
花池子，夏天开满鲜花，她的“死对
头”看见了也找到我，要求养花。从
那以后，两个人不打架了，而是憋着
劲儿比谁的花养得好。

坚持宣传垃圾分类知识

去年 9 月，我们社区撤掉了胡同
里的垃圾桶，由保洁人员定时定点
收取垃圾，并要求居民垃圾分类。
我成为了社区垃圾分类文明引导
员，在做好自家垃圾分类的同时，在
铁营南巷胡同里向居民们宣传垃圾
分类知识。宣传时，话题经常从垃
圾分类转到花上，然后又转回来，都
是让环境变美的事情，居民非常理
解和支持。

铁营南巷里共有29个院子，常住
户约60家，长期居家生活做饭的有35
户左右，每天产生各种垃圾大约55公
斤。近几年，社区组织的各种社会活
动使居民参与家门口事情的热情不
断提高，铁营南巷 85%的院门都有曾
经参与或正在参与志愿者活动的居
民，因此胡同整体垃圾分类情况不错。

疫情发生后，我带领11位居民负
责周边胡同的巡视和卡口执勤。11
位居民中有 10 位是花友汇成员，大
家平时就很熟悉，关键时候更是团结
一致，全员在岗坚持 100 多天。在做
好防疫值守等工作的同时，我坚持宣
传垃圾分类知识。

●身份：东四六条社区
花友汇会长、首都精神
文明奖获得者

李健【讲述人】

●年龄：58岁

5月19日，李健在胡同的花池前录制视频课程，教授居民种植葫芦
的技巧。花池里，几株嫩绿的葫芦苗是李健一个多月前种下的，从那时
起，他和搭档黄玉金分期录制了4节视频课程。

担任花友汇会长3年多来，李健带领居民种花、养花，不仅美化了胡
同，也和谐了邻里关系。去年9月，李健成为社区垃圾分类文明引导员，
每天向居民宣传垃圾分类知识。疫情防控期间，他带领10多位居民在
胡同里巡视，并利用空闲时间坚持宣传垃圾分类知识。

李健和搭档黄玉金在胡同的花池前录制视频课程。

前门街道

本报讯（记者 刘旭阳）疫情防控
期间，前门街道草厂社区成立了社区
疫情防控临时党支部。深入院落排
查 防 疫 隐 患 、为 辖 区 单 位 排 忧 解
难……临时党支部的成员们成为了
社区疫情防控的“守门人”、辖区企业
复工复产的“引路人”。

出谋划策，帮助辖区工地
复工复产

在草厂胡同东侧，有一条用彩
色飘带围成的隔离带，每天早、中、

晚饭时间，数百名建筑工人沿着隔
离带有序地走进位于草厂十条 15 号
院对面的宿舍区。将近上班时间，
他们又沿着隔离带走出草厂社区，
到达附近的施工工地。胡同西侧是
草厂社区居民的活动区域，他们出
行沿着胡同走防疫卡口。回来时，
再由卡口进行登记、测温、验证后进
入小区。

在建筑公司复工初期，如何保
证 工 人 顺 利 进 出 ，而 且 不 影 响 社
区 防 疫 工 作 和 社 区 居 民 生 活 ，成
了一道难题。社区临时党支部及
时 发 挥 党 建 协 调 委 员 会 作 用 ，根
据实际情况协商实施了一项防疫
措 施 ，即 建 筑 工 人 与 社 区 居 民 进
入口分离。

建筑公司党支部书记说：“这条
隔离带给了我们很大的方便，工人
们上下班不用聚集在卡口等待登
记、测温，节省了很多时间。这项措
施，既保障了工人与居民的安全，也
提高了建筑工地和社区防疫卡口的
工作效率。”

随着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建筑
公司需要在草厂十条建新宿舍楼，
安排新工人入住。为保障宿舍楼工
程如期完成，社区临时党支部在履
行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为建筑
公司运输建筑材料的车辆开绿灯，
发放临时出入证，使他们在极短时
间内出入卡口，加速宿舍楼建设进
度。同时，社区临时党支部将隔离
带延伸至新建的宿舍楼门前，方便

工人出入。截至目前，辖区内 2 家
工地 1000 余名工人已安全有序恢
复生产。

消除隐患，确保辖区居民
安全生活

3 月份的一天，草厂十条南口点
位的值守人员向社区反映，有十余人
先后去往西八角胡同某处院落。社
区工作人员急忙到该院落进行查看，
发现这是一家私人会所，里面有人员
居住。

在与该会所负责人核实了营
业状况、人员情况后，社区临时党
支部将前门街道疫情防控工作部
署，以及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向负责

人进行了说明，得到了该会所的理
解和支持。

草厂社区内有三家医院，其中同
仁堂医院一直处于营业状态。3 月
份，医院出现一名发热病人，所以在
此后一段时间内处于停业状态。

为帮助医院尽快营业，方便附近
居民看病，街道及社区临时党支部在
了解医院疫情防控方案、复工人员健
康状况及防护消杀物资配备等情况
后，对其门口、大堂、候诊区、诊室、宿
舍、办公区、食堂等公共区域进行疫
情防控安全检查。同时，社区临时党
支部配合医院，按照“守土有责、守土
担责、守土尽责”的要求，扎实筑牢疫
情防控防线，为守护人民群众健康保
驾护航。

本报讯（记者 李冬梅）近日，
东花市街道忠实里社区组织党员、
居民志愿者等开展“周末卫生大扫
除”活动，带动身边群众积极参与
垃圾分类。

“这次疫情让大家认识到，卫
生就是健康的基石。”忠实里社区
党员志愿者何素敏说，“疫情防控
中，社工、党员、志愿者一起守护我
们居民的安全。现在情况好转了，
我想继续为疫情防控做贡献，今天
就来参加大扫除了。”在广渠春晓
花园，社区为参与疫情防控的党
员、居民发放疫情防控服务证书，
向社区垃圾分类志愿者发放社区
自制的垃圾分类徽章。

“我们家从去年就开始垃圾分
类，厨房配备了厨余垃圾和其他垃
圾两个垃圾桶，等到下楼的时候，
再把垃圾投入对应的垃圾桶里。”

忠实里社区王桂珍阿姨表示。活
动现场，社区还组织居民代表签订
了《垃圾分类承诺书》，居民承诺掌
握垃圾分类方法，做好生活垃圾分
类，并投放到相应的垃圾桶。

在远洋德邑小区，社区组织物
业公司代表签订《垃圾分类责任
书》，明确物业公司责任。同时，社
区工作人员为居民讲解《北京市物
业管理条例》，畅通居民在生活中
遇到“操心事”“烦心事”的解决渠
道。在活动现场，社区还招募了垃
圾分类志愿者。今后，他们将在小
区垃圾桶站旁指导居民垃圾分类，
提高居民生活垃圾投放准确率。

在忠实里南街3号楼院内，街道
干部、消防工作站和派出所工作人
员、在职党员以及居民志愿者共同清
理楼道。同时，志愿者签订了《楼道
整洁承诺书》，约定清理时间和任务。

忠实里社区党委书记王天长
说：“通过这次活动，我们希望能够
引导社区居民以被表彰的优秀志
愿者为榜样，‘齐动员，战疫情，焕
新貌’，每一个人都是抗击疫情的
参与者，每一名居民都是整洁家园
的守护者，每一户家庭都成为垃圾
分类的宣传者、示范者。”

大扫除带动垃圾分类
忠实里社区引导居民争当宣传者、示范者

东花市街道

“问题路”变“连心路”
垃圾分类宣传点成为街巷新景观

本报讯（记者 李冬梅）“这条
路之前一直被机动车占着，我们
进进出出的都很不方便。现在多
好，把车都给清理了，还种上了
树，成立了垃圾分类宣传点。”5月
19 日，在天坛街道西草市社区世
纪天鼎218文创园西侧路，看着街
道、社区、世纪天鼎 218 文创园等
辖区企业的工作人员将一棵棵玉
兰树种上，志愿者们在宣传垃圾
分类知识，居民李凡星高兴得连
连拍照发微信朋友圈。

让李凡星心里敞亮的这条
路，本来是条人行便道，之前由于
机动车的违规停放，让这条路变
得不好通行。为了解决这一问
题，天坛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西
草市社区党委积极联系相关单
位，并充分征询居民意见后，决定
先清理路面，再补种绿植美化并

设立垃圾分类宣传点。西草市社
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纪超告
诉记者：“我们充分发挥社区党建
协调委员会作用，发动驻区企业、
物业公司，大家一起协商，大家纷
纷表示愿意提供帮助，很快就提
出了解决办法，让这条‘问题路’
变成‘连心路’。”

为了尽快推进，世纪天鼎 218
文创园主动提出由他们负责联系
车主。很快，车辆清理工作就完成
了。“作为地区企业，为了居民有更
好的环境，我们义不容辞。”世纪天
鼎（北京）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林余存说。不仅路侧添了绿，

“连心路”还添了新时尚和新景观
——垃圾分类宣传点。在现场，记
者看到西草市社区社工、垃圾分类
志愿者们正在宣讲垃圾分类知识，
还专门设立了有奖问答环节，吸引
了不少居民参加。据介绍，垃圾分
类宣传点将会一直设立，社区也会
随时对内容进行更新和维护，引导
居民积极参与其中。

天坛街道

忠实里社区向垃圾分类志愿者发放垃圾分类徽章。 记者 张维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