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2019年2月8日
责任编辑：李姝娜 电子排版：张靖怡 电话：69176222 综合要闻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温 暖 过 大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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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卢丹丹）2 月 3
日，区委副书记、区长于波带队来
到珍珠泉乡，围绕美丽乡村建设工
作开展调研。

于波一行来到珍珠泉乡小川
村，听取了关于小川、仓米道、桃条
沟三村合一山区搬迁工程进度的汇
报，并实地了解美丽乡村建设进展
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区
领导一行听取了珍珠泉乡美丽乡村
建设、山区搬迁工程等重点工作进
展情况和下一步发展思路的汇报。

于波强调，2019 年是延庆的
“大考”之年，冬奥会世园会为延庆
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要紧
抓机遇，突出区域优势，以美丽乡
村建设为抓手，立足农村长远发
展，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做好冬
奥会世园会服务保障工作。要把
人居环境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相
结合，打造点线结合的示范村庄，
形成工作亮点，以农民为主体，了

解农民所需所想，充分调动农民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完善体制机制，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可持续发展。
要不断加强统筹，建立农村环境整
治长效机制，坚持走绿色发展道
路，实现百姓富、生态美有机统一，
营造舒适、和谐、美丽的乡村环境，
增强群众的获得感。要加大与市
级部门和其它生态涵养区的沟通，
及时掌握上级政策动态和其它生
态涵养区的好经验好做法，为我区
美丽乡村建设做好保障。要把山
区搬迁工作与美丽乡村建设相结
合，按照乡村振兴二十字总要求统
筹考虑各项工作，针对关键时间节
点倒排工期，细化工作安排和进
度，切实落实好各项工作要求。要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共同富裕，守住好山好水好生态，
建设绿色发展聚宝盆，让群众共享
发展成果。

区领导调研
城区乱停车整治等工作

本报讯（记者 史金秋）春节前
夕，区委书记穆鹏带队下沉一线，就
城区乱停车专项整治和乡镇建筑垃
圾处理工作进行实地调研。区领导
祖宇、吴世江陪同调研。

今年是延庆的“大考”之年，
2019北京世园会 4月 29日将正式
开园迎客，文明、规范的停车秩序是
良好市容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1
月19日，延庆公安分局交通支队启
动乱停车专项整治行动，每天出动
70名民警辅警，采取定点执勤与巡
逻相结合、视频巡控与车辆巡控相

结合的方式，对城区各条主要大街
进行巡逻管控，严厉处罚违法停车
行为，对影响交通的采取拖移车辆
强制措施。截至 1月 31日，共发出
违法停车告知单 655张，电视监控
抓拍违法停车 1252起，清拖违法停
放汽车45辆。

穆鹏一行先后来到玉皇阁大
街、医孟路、东关车站等地，实地察
看了乱停车专项整治情况，听取了
相关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

穆鹏强调，要进一步深化思想
认识，切实履行属地和职能部门主

体责任，严格执法、狠抓落实，把专
项行动同门前三包责任落实、向五
大不文明行为宣战等结合起来，把
严格执法同宣传引导结合起来，凝
聚强大工作合力，综合施策，确保专
项行动取得实效。要科学谋划、合
理布局，加强管理、提升精细化水
平，充分挖掘、利用现有资源，加大
静态停车供给，为规范停车秩序、打
造良好市容环境奠定坚实基础。

随后，穆鹏一行来到康庄镇西
红寺货场路等地，实地察看了乡镇
建筑垃圾堆放点，并了解了堆放点

设置和垃圾处理等情况。
穆鹏要求，要坚持分类施策，对

于城市建设产生的规模化建筑垃圾
要立足长远、统筹谋划，加强与规
划、园林、交通等部门沟通协调，做
到科学选址，严格管理，规范堆放标
准，提前谋划资源化处理后续利
用。对于各乡镇小规模建筑垃圾要
高度重视，加快研究制定处理体制
机制，合理规划，定期清理、及时清
运，加强宣传引导，督促主体责任落
实，确保农村地区环境质量不断
改善。

春节期间，我区各街道乡镇结合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建设，依托各村志愿
服务队力量，针对孤寡老人、残疾人、老
党员、老干部、少年儿童、外出务工人员
等群体，围绕全区“花开新时代、温暖过
大年”活动主题，广泛开展文艺汇演、走
访慰问、送福下乡、新春剪纸培训、党建
知识进农村等暖心活动，将党和政府的
温暖与祝福送到千家万户，让温暖流进
群众的心田。

“世园会就开在咱们家门口，从电视
里看着场馆建设得真漂亮，到时候咱们镇
里、村里，是不是会组织大家去看看？”“等
世园会召开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能为延
庆作点儿贡献？”

春节前夕，延庆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邀请普通群众、退伍军人、孤寡老人、在外
务工人员亲属、村两委干部和机关干部等
30余人举办了乡亲议事会，大家坐在一
起，你一言我一语，围绕大家关心的问题，
讨论得异常热烈。

“现在咱们延庆的变化还真是大！街
道越来越宽了，妫川广场建设得也越来越
漂亮！”“不说别处，咱们村里的环境就好
多了，真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对于冬奥
会世园会给延庆带来的变化，大家有目共
睹，乡亲们说着笑着，新时代美好生活带
来的获得感溢于言表。

儒林街道儒林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把在延奋斗的新市民和驻延世园建
设者邀请到居委会，大家一起包饺子、吃
饺子，庆祝团圆佳节。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的工作人员准备了饺子馅、白面、调
料、面板、擀面杖等食材和工具，大家自
由分组，分工协作，有序地包了起来。大
家伙儿有的揪面团、有的擀饺子皮，把自
己对工人们的祝福和关心一同包进了饺
子里，不一会儿，一盘又一盘精致饱满的
饺子就包好了。由于工期紧，很多工人
不能来到活动现场，志愿者就将打包好
的热腾腾的饺子送进了工地。一句问候
解忧思、一碗饺子暖心田，工人们一边吃
着热腾腾的饺子，一边说：“饺子真好吃，
这是家的味道！”

八达岭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也开展
了“情系老人心 温暖过大年”包饺子慰问
活动，厚德润妫川志愿服务队的 40名志
愿者参加了此次活动，为镇域内 13个村
的 52户空巢、孤寡、残疾老人送去了冬日
的温暖和心灵的慰藉，在弘扬尊老敬老社
会风气的同时，也让浓浓的关爱之情在寒
冷的冬日里更加温馨。

此外，八达岭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还
开展了“巾帼巧手绘世园 扮靓家庭过大
年”新春剪纸培训、迎新春群众文艺大汇
演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持续提升服务
温度，为百姓家中增添一分喜悦、一分温
情，传递浓浓年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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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5日，农历大年初一，位于张山营
镇水峪村的中国建筑一局项目部内，一片
喜气洋洋的景象，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香水园街道、区重大办、张山营镇的负
责人和香水园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志
愿服务队 30余名志愿者共同陪伴冬奥一
线的工友们过大年。

中午时分，志愿者们抵达了中建一局
项目部。一下车，早早等候的工人们便迎
了上来，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喜悦的笑容，

“过年好，过年好……”一声声亲切的问候，
让原本素不相识的人们像家人一样。

矿泉水、花生、瓜子、橘子、点心等慰
问品摆满了桌子，工友们坐在温暖的项目
部里边吃边聊，淳朴的笑容洋溢在每个人
脸上。随着主持人道出一声情真意切的

“你们辛苦了”，慰问演出正式拉开帷幕。
一首《恭喜发财》，唱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期盼与向往，现场观众纷纷跟着歌声打
起了节拍，有的工友还跟着音乐一起哼
唱；歌伴舞《欢聚一堂》的演员们身着喜庆

的服装，嘹亮的歌声中，火红的扇子上下
飞舞，赢得了在场观众的阵阵喝彩。工友
们都不约而同地拿出手机，把精彩的节目
分享给远方的家人，让他们知道自己虽然
不能回家，但是依然幸福、温暖、欢乐地过
大年。

“冬奥延庆赛区工期紧张，我老家是
重庆的，工程紧、路程远，所以没有回家过
春节。特别感谢领导对我们的关心，感谢
志愿者们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我们都
特别高兴。”中建一局集团工地分包负责
人曾义向说道，“虽然我们今年没在家过
年，但大家在一块儿心里特别温暖，很感
动，就跟在家是一样的。”

北京冬奥会场地建设是国家重点项
目工程，由中建一局承建的延庆冬奥村
（冬残奥村）位于延庆赛区核心区南区东
部，在海陀山脚下一块相对平缓的台阶式
坡地。冬奥村（冬残奥村）可提供运动员
及随队官员 1432个床位和预留区（231个
床位），总占地面积12.88公顷，总建筑面积

10.9万平方米，在赛时为运动员和随队官
员提供国际化、专业化的服务保障。为保
障基础阶段施工节点，工程春节期间不停
工，赶工人员近 70人，目前已完成表土剥
离—树木保护移植—初次土石方开挖降
方以及抗滑桩的锁口梁施工工作。

“我们香水园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组织了志愿者队，来为咱们冬奥建设者们
送来新春的祝福，让这些建设者们在为咱
们冬奥建设作贡献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家
的温暖。”香水园街道文体中心副主任李
合说道。

随着最后一个表演结束，热腾腾的水
饺端上了桌，把项目部里的欢快气氛推向
了高潮。在场领导和工友们一同品尝着
大年初一的饺子，欢笑声充满了整个房
间。这个年，奋战在冬奥工程建设一线的
工友们不孤单！

区委常委、副区长谢文征参加活动，
并向春节期间坚守一线的工人们表示慰
问和感谢。

冬奥赛区工地里的新时代文明赞歌

本报实习记者 立鹏 记者 赵新忠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志愿服务队慰问冬奥延庆赛区建设者

“我一定要为冬奥会作出更大贡献”

2月4日是农历大年三十儿，天气虽
然寒冷，但大街小巷、街道两旁早已挂
起了大红灯笼，新春的气氛已经格外
浓郁。

在张山营镇海陀农民滑雪队队长
郎恩鸽家中，喜庆的年味儿也已经渗透
到了每一个角落。一家人正忙碌着准
备晚饭，因为郎恩鸽晚上要到单位值
班，所以今年的年夜饭要提早吃。

郎恩鸽抱着自己的小女儿，站在家
里贴满照片的墙边。“这些是从我们滑
雪队成立以来的照片，有的是去学校教
学生滑雪知识，有的是我们和瑞士滑雪
教练的合影，看，还有那张是我们滑雪
队的全家福。”郎恩鸽指着墙上的一张
张照片，认真地讲述，一旁的儿子则缠

着郎恩鸽陪自己玩游戏。
厨房里同样是一片欢腾，郎恩鸽的

妻子和父母正在精心地准备着年夜饭
的菜肴。很快，美味的饭菜被端上餐
桌，一家六口人围坐在餐桌前，享受充
满温情的家宴，丰盛的美食香气四溢，
杯盏相碰，亲情交融。

“孩子啊，2018年对你来说可是不
平凡。你不仅从农民变成为一名滑雪
教练，还当上了北京榜样，咱们全家脸
上都有光，以后一定要更加努力，为冬
奥会贡献更大力量。”郎恩鸽的父亲端
起杯子，以茶代酒，祝贺儿子一年来取
得的成绩。

“对，你现在可不仅是代表自己，也是
咱们延庆的形象，以后更得努力工作，还

要培养更多滑雪志愿者，为办好冬奥会作
贡献，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郎恩鸽的妻
子孙颖对他的工作给予全力支持。

说到自己2018年的变化，郎恩鸽自
己也始料未及。从“羊倌”转型成为滑
雪教练，郎恩鸽成为受益于冬奥会带动
作用的典型代表。2014年，郎恩鸽花费
1万多元购买十余只绵羊，成为一名“羊
倌”。此后，又陆续购买数批羊。“那时
候羊比较贵，就想着把羊养大了，然后
卖掉赚钱。”2015年，为保护生态环境，
郎恩鸽毅然决然地将羊全部卖掉，并投
身自己热爱的滑雪事业。

2017年 7月 11日，他发起成立了延
庆区海陀农民滑雪队。这是一支由 18
人组成的队伍，其中绝大部分人是张山

营镇农民，郎恩鸽成为滑雪队队长。时
至如今，海陀农民滑雪队已扩充至 28
人，平均年龄不到 30岁，大多数成员雪
龄超过10年。他们之中有农民、社区工
作者、园林工人、电焊工人、自由职业者
和司机。尽管职业不尽相同，但“都很
热爱滑雪”。如今，在他的带领下，“海
陀农民滑雪队”也成为远近闻名的“明
星”，培训了数以千计的滑雪爱好者。
2018年，郎恩鸽还凭借自己的出色表现
被评选为“北京榜样”，让他对自己的滑
雪事业有了更多的期望和信心。

郎恩鸽说：“2022年，冬奥会将在咱
们家门口举行，到那时，我一定要做一名
合格的冬奥志愿者！爸、妈、媳妇儿，你们
放心，我一定要为冬奥会作出更大贡献。”

本报实习记者 刘宇

回迁新居里红火过大年
“往上点，再往左边点，好嘞！瞧，

这两个小娃娃多喜庆！”“爷爷，这是小
萌芽、小萌花，是世园会的吉祥物。”“来
来来，饺子馅好了，大家来包饺子了
……”大年三十儿这一天，99岁的谷家
营村村民谷文彬和 91岁的老伴张春莲
看着一大家子忙忙碌碌，乐得合不拢
嘴。这是世园会回迁村谷家营村村民
谷文彬和老伴搬上新居过的第一个春
节，一大家子聚在一起，团团圆圆迎
新春。

68岁的大儿子谷石安抱着 10岁的
小孙女贴窗花，世园会吉祥物小萌芽、
小萌花“跃上”窗头，透着阳光，神采奕
奕。老兄弟几个聚在楼门口贴福字、春
联，二闺女带着一家老老少少包着饺
子。谷文彬和老伴张春莲穿着大闺女
给买的喜庆唐装，映衬得脸庞红彤
彤的。

“我们一家兄弟姐妹七个，拆迁这
几年在外边租房，分散着住，父母跟着

老兄弟，这一大家子难得聚在一起，去
年9月搬上楼了，兄弟几个楼前楼后，五
六分钟就能聚到一起了。过年了，在外
边工作的孩子们也都回来了，四世同堂
加一起 50多口人，热热闹闹的，这才叫
过年呢。”谷石安一边贴着窗花一边开
心地说。

贴完对联福字的兄弟几个，加入到
了包饺子的队伍，家里的二闺女边包边
说：“和在村里住的时候一样，我们都提
前准备，得包上 400多个饺子才够大家
吃。”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十来个人一起
包，10岁的重孙女也熟练地托着饺子
皮，有模有样地包着饺子，不一会儿就
包出一大拍子。

叮咚、叮咚……门铃响了。“爷爷、
奶奶过年好……”“太爷爷、太奶奶过年
好……”在外地工作一年的孙子辈儿的
孩子们带着媳妇孩子，拎着年货回来
了。“我在河南上班，平时回不来，今年
过年，爸妈也搬上楼了，房子敞亮、干

净、又暖和。回到自己家住，心情都不
一样了。”家里的二孙子拉着爷爷奶奶
的手说。“前几年，爷爷奶奶也都在外面
租房住，现在，搬上楼了，我们也替老人
们高兴，作为小辈儿，我们在外工作也
更放心了。”就在延庆工作生活的大孙
子和大孙媳妇也陪着老人们唠嗑聊
天。大孙媳妇挺着大肚子，还有一个多
月到预产期了，她摸着肚子说：“家里马
上又要添丁了，迎来了个猪宝宝，爷爷
奶奶又要抱重孙子了，搬回新家是喜
事，添丁兴旺也是喜事，2019年，世园会
就要举办了，这是咱们区的大喜事，我
们赶上了好时候，真是喜事连连。”

聊起世园会，谷文彬和张春莲老两
口连连说：“我们上岁数了，世园会开的
时候，叫儿子们也带我们去看看，我们
老人也要看看咱们延庆的新气象。我
们村的老槐树听说就在园子里边，我们
可得去看看。老槐树在哪儿，我的家就
在哪儿，现在我们老家儿贡献给了国

家，我们也给国家作贡献了。”
大家围坐在一起聊得火热，厨房里

也忙得火热，不一会儿，刚出锅的饺子
端上了桌，小重孙子、重孙女给太爷爷
太奶奶拿来了碗筷，吃着热腾腾的饺
子，大家心里暖乎乎的。吃完了饺子，
老兄弟从屋里拿来了麦克风，一家老小
唱起了《歌唱祖国》。“五星红旗迎风飘
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
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在歌
声中，大家祝福祖国越来越繁荣，家乡
越建越美丽，小日子越过越红火。

伴着一家人欢快的歌声，谈笑的话
语声，记者走出谷文彬家，回望世园回
迁村的新楼，大门口贴着大福字，各个
单元门贴着喜气的对联，家家窗户上挂
上红窗花、红灯笼，一派幸福祥和的景
象。辞旧迎新，回迁村民们盼着世园会
的到来，回去看看阔别已久的老家，看
看老地界儿的新面貌，更要看看老家儿
的新气象。

本报记者 陈影 通讯员 张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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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8日，农历小年儿，沈家营镇临河村一派喜
气洋洋，虽然还没到年三十儿，但村里处处洋溢着欢
乐祥和的氛围，村里的新时代文明指导员范婕妤早
早地来到了村数字影厅，为村里第四届农民春节联
欢晚会张罗起来。

范婕妤今年 31岁，2017年 7月到临河村当大学
生村官（选调生）。今年，她被赋予了一个新称号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指导员”。“咱延庆是北京
市唯一的一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区，我
们是第一批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指导员，今年又是
我们‘上岗’后的第一个春节，让新时代的春风吹拂
村庄的每一个角落，让老百姓温暖过大年、文明过大
年、过出新气象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必须策
划好、服务好。”范婕妤边手脚麻利地布置“村晚”会
场，边坚定地说。挂福字、贴窗花、核对道具，范婕妤
忙得一刻不停，都是为了给村民呈现一台不一样的

“村晚”，通过“村晚”向村民传递新时代的新风尚。
“李婶儿您坐这儿来，这儿还有个空位。”“王叔，

您放心，一会儿您孙女演节目时我帮您多照几张照
片儿。”下午1点30分，村民们三三两两地来到了联欢
会现场，范婕妤热情地张罗着给大家安排座位、跟演
员确定出场顺序。“绿色的烟波、绿色的烟波，飘荡在
八达岭脚下，巍峨的长城雄姿勃发，妫河弯弯穿过原
野……”随着世园金曲《绿色北京》轻快、柔美的乐曲
声响起，临河村“村晚”正式开始，刚还在叽叽喳喳聊
天儿的村民们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大家把注意力都
聚集到了舞台上。舞台两侧，村里的文艺骨干们踩
着节奏，踏上舞台，一亮相，立刻赢得了村民们热烈的掌声。“跳得真不
赖，又齐、又跟音乐搭配。”“想不到平时的农活好手，跳起舞来也是一
点儿不差。”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一边拍手叫好，一边热烈议论，“村晚”
的开场舞获得了满堂喝彩。“今年世园会就要开门迎客了，虽然园子不
在咱们村，可咱们都是主人翁啊，得拿出新时代农民的精气神儿，让全
世界看看咱们的风采。”范婕妤一边跟着村民拍手叫好，一边跟身边的
王大娘说道。“对，咱们都是主人，当然得有主人的样儿了。”“世园会能
在咱延庆开多难得，咱们还不得全力支持。”范婕妤的话立刻得到了村
民们的响应，大家表态似的，向范婕妤表达着心中的热情。

今年临河村的“村晚”不仅有豫剧、歌曲独唱等节目，还走起了“原
创路线”，村民们在范婕妤的鼓励和指导下，搞起了创作，把家乡的变化
和幸福生活用文字和表演展现出来。这台“村晚”最受欢迎的节目——
快板书《临河村新气象》就是村里72岁的老党员刘荣江自己创作的。“临
河村，变化大，党的方针利农村，富民政策得人心，百姓受益心里甜，家
家都把洁气燃，党的恩情暖心怀……”演员们极富激情的表演使会场几
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村民们发自内心地为美好新生活鼓掌，为村庄发
生的新变化点赞，向新时代表达美好的祝福。“小范给我们办的联欢会
特别好，我们愿意看、爱看，也看懂了。”村民高凤兰高兴地说，“现在生
活这么好，政策这么好，我们都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更应该支持
党、拥护党。”

小村庄里的联欢会还在热热闹闹地上演，范婕妤也还在一刻不停
地忙碌着，为村庄的新面貌、村民的新生活、新时代农村的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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