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雨润妫川，海陀飞雪来。3月10日，一场细密的春雨降临妫川大地，在海陀山顶凝成飘飘洒洒的雪
花。翌日天晴，碧空如洗，覆盖着皑皑春雪的海陀山顶在蓝天、碧水、青山的映衬下，分外妖娆，勾勒出“海
陀戴雪”的春日美景。

宋鑫磊/摄 董明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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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史金秋）3 月 11 日，
我区召开劳动模范、延庆榜样座谈会，
区领导穆鹏、李军会、黄克瀛、郭永华
出席，并与 12名劳动模范、延庆榜样代
表座谈。与会人员畅所欲言，就发挥
榜样作用，为交上两张优异答卷贡献
力量进行深入交流。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
需要榜样引领。长期以来，我区高度重
视榜样选树工作，大力宣传先进事迹，
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引
导全社会向榜样学习。截至目前，我区
已有 9人荣获“全国劳模”称号，1人荣
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302人荣获“北
京市劳动模范”“北京榜样”称号，区内
评选延庆榜样 42人。这些先进人物在
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和生活中，用奋斗创
造新时代美好生活，用奉献引领社会文
明风尚，用实际行动有力诠释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妫川
大地的生动实践。

座谈会上，赵凤利、贺鸿文、贺玉
凤等劳模代表、榜样代表结合各自工
作领域，从发挥榜样带动作用，服务赛
会筹办、加速乡村振兴、加强志愿服
务、助推区域高质量绿色发展等方面
畅所欲言，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故事，并
就延庆发展提出了意见建议。

区委书记穆鹏对劳动模范、延庆
榜样们在服务保障赛会筹办、推动区
域高质量绿色发展等方面的辛勤付出
表示感谢。他说，榜样源于群众，来自
平凡岗位，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
样是时代的力量，是民族的希望，体现
着一个地区的文明程度、家国情怀，榜
样也是社会各界认识延庆的一张亮丽
金名片。

穆鹏希望我区劳模、榜样深入学
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做区域优秀文化的传播者、引领
者，走好新时代楷模之路。牢固树立
主人翁意识，在服务保障赛会和推动
区域高质量绿色发展、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建设试点等中心工作中更好地
发挥榜样示范和带动作用，在全社会
营造文明、热情、友善的良好氛围。他
表示，区委区政府将继续高度重视劳
动模范、榜样选树工作，积极探索，创
新机制，大力支持、帮助劳动模范、榜
样团队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激发广大
职工群众奋发向上、勇于创新的工作
热情，努力答好服务保障赛会和高质
量绿色发展两张优异答卷。

延庆“柠檬黄”荣获“全国三八红旗集体”称号
延庆公共文明引导员代表人民大会堂受表彰

本报记者 卢丹丹 通讯员 鲁东博

“接受表彰的时候，我心里就只有两个字
——激动，能获得这份荣誉让我激动，能在庄
严的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更让我激动。”回
想起几天前在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延庆公
共文明引导员大队队长贾庆华依然激动
万分。

3月 6日，在第 109个“三八”国际劳动妇
女节纪念暨表彰大会上，延庆区公共文明引导
员大队被全国妇联授予“全国三八红旗集体”
荣誉称号。 作为代表，63岁的贾庆华参加了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表彰大会。主席台上，国
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的相关领导向全国
各族各界妇女致以节日问候，向受到表彰的先
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主席台下，作为
代表的贾庆华湿润了眼眶：“能和全国各界优
秀的妇女代表一起在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这
是我以前没想到的，我也替我们文明引导队的

姐妹们感到自豪。这份荣誉更是一种强大的
动力，让我和姐妹们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努力
奋斗，为美丽延庆贡献巾帼力量。”

“这份荣誉是对我们文明引导员工作的
肯定，更是对我们工作的一种激励。”看到贾
庆华带回来的沉甸甸奖牌和大红证书，文明
引导员时利娟也十分激动。“世园会即将在延
庆举办，冬奥会也正在紧张筹办中，虽然我们
的工作岗位是平凡的，但是我和我的队友们
愿意做一颗‘螺丝钉’，为延庆的美好未来贡
献自己的一分力量。”

据了解，延庆区公共文明引导员大队成
立于 2012年 5月，现有队员 120人，其中女性
111人，占 92.5%，主要在延庆区 15个公交站
台及 15 个交通路口，引导行人遵守交通规
则，宣传文明乘车，维护站台秩序。公共文明
引导员大队长年开展礼仪、环境、秩序、服务、

观赏、网络六大公共文明引导行动，平均每月
累计为市民答疑指路 4万余人次，年度累计
志愿服务时间 20万小时，为提高市民文明素
质，提升城市文明程度作出了突出贡献。

“现在是红灯，请您遵守交通规则。”“车
辆进站，请您按秩序排队，注意乘车安全。”不
论数九寒天，还是炎热酷暑，在延庆的大街小
巷，每天清晨和傍晚，公共文明引导员们都会
身着“柠檬黄”，手持小红旗，准时值守在工作
岗位上，引导市民遵守交通规则，文明乘车。
他们立足本职工作，始终坚持规范服务、耐心
服务、微笑服务，做到请字当头，谢不离口，给
群众树立良好的礼仪形象。

除做好文明引导工作，公共文明引导员
还为市民乘客，特别是残障人士、老幼乘客
等，提供细致入微的关怀和应急帮助，极大地
方便了群众，成为市民公共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他们还积极参与助力冬奥世园、
文明绿色出行等各类宣传活动，充分发挥精
神文明宣传员的作用。与此同时，他们在岗
前擦拭站牌、栏杆，捡拾垃圾，积极营造干净、
整洁、温馨的站台环境，以自身的文明行为，
树立公共文明典范。在社会的和谐春风里，
他们传播的是社会美德，弘扬的是文明新风
尚，虽然工作中也会招来不理解和嘲讽，但他
们永远是笑脸相迎，无怨无悔。

“作为一支以‘娘子军’为主的队伍，一直
以来，我们备受各级领导、社会各界的关注和
支持，我们深感荣幸，面对新的荣誉，我们将
会弘扬当代女性精神，再接再厉，凝聚力量，
锐意进取，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精神
状态投入即将到来的 2019北京世园会服务
工作，为助力北京 2022年冬奥会贡献力量。”
贾庆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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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延庆：“冬奥冰雪之城”的蜕变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魏梦佳）街道上

悬挂的滑雪小人灯饰、随处可见的北京
冬奥会会徽标识和“冰雪延庆 激情冬奥”
标语、滑雪主题餐厅、热火朝天的滑冰滑
雪赛事……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三大赛
区之一的延庆区，冬奥会已成为一种信
念、一个希望、一份动力，与城市发展脉
动和百姓生活紧紧牵系。记者走进这座

“冬奥冰雪之城”，感受冰雪中孕育生发
的激情、梦想与希望。

农村小学的冰雪“试验田”
进入延庆区康庄镇太平庄中心小

学，一座1800平方米的室外冰场上，11岁
的王奥云正脚踏冰刀，和 20多个同学一
起，在冰场上划出一道道美丽的弧线。

这里原本是学生们体验种玉米和蔬
菜的“学农基地”。2016年，在延庆区教
委支持下，这所农村全日制小学建起冰
场，并为学生们购置了 400双冰鞋与护
具。这所小学由此成为全区首个拥有冰
场的学校。滑冰成为这所学校所有学生
每天的必修课。

“延庆是北京 2022年冬奥会三大赛
区之一，应该有冰雪运动的氛围，孩子们
也应具备冰雪知识和技能，所以我们就
建了冰场。”校长丁建培说，学校希望通
过冰上运动项目培养全面发展、具有特

长的学生，也希望借此形成冰雪运动特
色，带动整体发展。

王奥云出生于 2008年夏天，因此有
了一个具“奥运”寓意的名字。因为学校
的冰场，小姑娘爱上了滑冰。几年来，她
每天坚持训练，如今已是延庆区青少年
速滑队队员，代表区里和学校参加了多
场速滑比赛并获得了好成绩。“我觉得滑
冰特刺激，一上冰就很开心，像飞一样，
我现在已经掌握五种速滑技巧了。”滑冰
间隙，她不时指导其他同学，俨然一位

“小教练”。
因为学校鼓励家长陪练，王奥云的

妈妈谷伟霞就陪着孩子开始学滑冰。谷
伟霞说，女儿滑冰后体质越来越好，意志
力也提高了，“过去一着凉就感冒，现在
很少生病。”“因为冬奥会的带动，现在每
个学校都在搞冰雪运动，这不仅对孩子
好，家长见识也广了。”她笑说，“以前我
都不知道滑冰，现在穿上冰鞋就能走。”

为了教好学生，学校专门聘请了一
位东北师范大学的老师，今年还要新招
一名滑冰特长的教师。而为了维护这座
冰场，保证学生上课时冰面整洁，老师们
投入了巨大的精力。

“维护冰场太辛苦。”丁建培说，这几
年冬天，他和另外一位老师几乎每天都

要给冰场浇冰和清扫。去
年和前年都是暖冬，气温
高了，水洒上去不能结冰，
他们春节就住在学校，每
天半夜起来浇，遇到天气

不好，还要一遍一遍重复浇，“有时来来
回回要浇一整夜，拿手机计步一算，相当
于走了20公里。”

如今，这座冰场成为学生和家长们
的冰上乐园。有的学生毕业了，还惦记
着冰场，周末常过来滑。学校的滑冰课
也带动了周边几所学校开展冰上项目。

“申冬奥成功以来，延庆冰雪运动的
软硬件设施都提高了，冰雪运动丰富了
人们的业余生活，大家的精神面貌都不
一样了。”谈到几年来的变化，丁建培很
感慨，“我们想在学生心里种下冬季运动
的种子，他们大多数人将来或许不会从
事冰雪运动，但只要他们感受到了运动
的快乐，在成长中有所收获，我们做的就
是值得的。”

“冬奥小镇”刮起的“民宿风”
在延庆区张山营镇的后黑龙庙村，

一处名为“大隐于世·冬奥小镇”的精品
民宿广受游客欢迎。

30岁的张海超是这一民宿品牌的总
经理。连日来，他正带着团队到延庆多
家知名精品民宿去“取经”，希望能学习
更多的经营经验，打造好自家的特色小
院。经过三年多的发展，他所经营的“大
隐于世”已开发十处民宿院落，在建的院
子还有40多处，多数位于延庆。

他创业的契机，源自即将在家门口
举办的冬奥会。

海陀山脚下的张山营镇将是北京冬
奥会高山滑雪和雪车雪橇项目的举办
地。2016年3月，原本在北京城区做生意

的张海超，得知家乡张山营将规划打造
“冬奥冰雪休闲小镇”，决定抓住机遇，返
乡创业。

张海超说，选择做民宿的一个重要
原因是，他和一些朋友都喜欢滑雪，但一
拨人带着雪板住酒店总是不便，大家想
聚在一起也没有公共空间。“冬奥会来
了，滑雪的人就多了，在住宿方面肯定有
需求。”

后黑龙庙村共 170 户，闲置农宅较
多。如果能做起民宿，对村民致富也有
好处。张海超向村民租赁了 20处农房，
经设计装修建起精品民宿。为让游客体
验采摘种植乐趣，他还在村里种了100亩
的中草药、50亩的葡萄和其他果蔬，工作
人员全部聘用当地村民。

“大隐于世·冬奥小镇”的民宿推出
后，客人络绎不绝。张海超逐渐扩大经
营规模，开发出不同风格的院落，加入他
团队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如今，十处
院落全年入住率在70%左右，年均接待游
客两万多人次。

“如果没有冬奥会的机遇，高端民宿
的市场不会这么火爆。”张海超说，现在
他身边七八个“发小”都已经回来创业
了，“大家觉得在外面打拼多年，其实最
好的发展机会就在家门口。”下一步，他
还打算在民宿设计方面增加“冬奥”元
素，并且还在跟一些雪具品牌谈合作，希
望将来客人在民宿就能租赁雪具，方便
其就近滑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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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史金秋 董明昊）日前，区委书记穆鹏，
区委副书记、区长于波分别带队深入我区部分乡镇，实地
督察“大棚房”问题整改情况。

一直以来，我区高度重视“大棚房”整治工作。1月 19
日，我区召开“大棚房”清理调查专题部署会，成立工作专
班。1月 19日至 2月 25日，各乡镇根据工作要求，对区域
内的设施农业进行了全面摸排，发现Ⅰ类问题 10宗共 33
个。截至 3月 10日，共拆除违法违规建设房屋 8宗 28个，
实 现 整 改 到 位 ，完 成 整 改 占 比 84.84％、面 积 占 比
55.42％。预计 3月 15日前，所有Ⅰ类问题将按要求全部
整改到位。

3月 11日，穆鹏带队先后来到八达岭镇东曹营村、大
榆树镇东桑园村，实地察看了“大棚房”问题整改工作进
展，听取相关工作汇报。他强调，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
高度重视“大棚房”问题整改工作，充分认识到“大棚房”
问题清理整治工作重大意义，严格按照清理整治工作部
署要求，全面清理排查、加速整改，确保按期保质保量完
成整改任务。要坚持首善标准，增强看齐意识，严格按照
统一标准和要求，高质量推进整改任务，确保复垦复耕到
位，切实维护农民利益和农地农用制度。要举一反三，加
强日常管理，建立常态化管控机制，反复抓、抓反复，确保
彻底整治“大棚房”，将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责任落到实
处。要进一步提升设施农业规范化使用程度，持续优化
农业产业结构，加快推进都市型现代农业和现代园艺产
业发展，为交上服务保障赛会和高质量绿色发展两张优
异答卷奠定坚实基础。

3月 9日，于波和副区长刘瑞成一行先后来到张山营
镇上芦凤营村，康庄镇西桑园村、四街村，大榆树镇东桑
园村，实地察看“大棚房”、违法建设拆除整改及农用地恢
复情况。于波要求，各相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严
格查漏补缺，坚决全面整改到位。要按照既定时限对需
要拆除的项目进行全部拆除，达到场清地净，恢复耕种条
件。要依法合规建立挂账机制，落实主体责任，坚决立行
立改，确保整改到位。要加强沟通协作，建立健全工作机
制，形成合力，高质高效推动工作落实，为 2019北京世园
会开幕营造良好的城乡环境，向世界展示延庆生态文明
建设的良好成果。

创森即将“迎考”
全区奋力冲刺

本报讯（记者卢丹丹 通讯
员 林永）日前，记者从区园林绿化
局获悉，今年 6月至 9月间，延庆区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工作将接受考
核评审，当前，我区创森工作进入
最后的攻坚决胜阶段。

“国家森林城市”创建旨在推
进城市生态建设，实现城乡一体化
发展，为中国城市树立生态建设典
范。自 2004 年以来，全国已有 165
个城市成功创建。北京市 2015 年
开始启动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工作，
平谷、延庆、通州首批开展创森
工作。

2016 年，我区启动创建“国家
森林城市”工作，健全机制，明确职
责任务，成立
区创森工作领
导小组及办公
室，全面部署
推 动 创 森 工

作。编制《北京市延庆区国家森林
城市建设总体规划（2017—2026
年）》，把创森工作纳入市、区两级
政府绩效任务和折子工程，全面推
进森林生态、森林产业、森林生态
休闲服务、生态文化、森林支撑“五
大体系”建设。

近年来，创森工作的开展，进一
步加速了我区生态环境建设提质增
效 ，促 使 我 区 森 林 面 积 达 到
117027.26 公顷，林木绿化率达到
71.15%，森林覆盖率达到58.7%，中心
城 区 建 成 区 绿 化 覆 盖 率 达 到
64.39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39.09 平方米，我区“京畿夏都宜居
地、长城脚下森林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