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一版）
“现在都市人生活节奏太快，我希望

能恢复农村的生活方式，让民宿成为人们
周末放松的地方，让人们体会农村的慢节
奏和滑雪的乐趣。”张海超说。

延庆区旅游委副主任郑爱娟介绍，近
两年来，受北京冬奥会、北京世园会带动，
延庆加大旅游设施升级改造，旅游产业带
动效应明显，特别是民宿实现了“从无到
有”的转变。目前，已建成120多家品牌民
宿，“大隐于世”“山楂小院”“先生的院子”
等精品民宿热度不减，部分在今年春节的
预订率已达到90%。

冬奥会催生的“冰雪热”
延庆万科石京龙滑雪场的几条雪道

上，35岁的滑雪教练郭军华正耐心地教一
群孩子滑雪。学生们的一点点进步都能
让她乐呵一整天。

滑雪在延庆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20世纪 90年代末，石京龙滑雪场建成，成
为京郊首个大型滑雪场。从此，滑雪就成
了附近许多村民的娱乐方式。郭军华就
是其中“雪龄”最长的一名“滑雪发烧友”。

北京冬奥会部分赛事将在延庆举行，
这让酷爱滑雪的郭军华激动万分。她放
弃了高薪工作，返回家乡，于 2018年成立
了“海陀之星儿童公益滑雪训练营”，免费
教授有滑雪天赋的孩子，希望能为国家培
养滑雪赛场上的“未来之星”。如今，通过
训练营和滑雪俱乐部，她已教授了约 50
名孩子滑雪，大部分来自延庆。

为带动更多民众感受冰雪运动乐趣，
近年来，延庆在全区开展“万人上冰雪”活
动。越来越多的滑雪爱好者相聚延庆，因
冰雪结缘，他们成立滑雪队，参加比赛，组
织冰雪项目培训，一些务工人员和农民还
在瑞士教练的培训下，获得了滑雪教练指
导员教学证书。

如今，在各个乡镇街道、机关单位、中
小学，冰雪运动培训都在火热开展。今年
冬天，全区开展上冰上雪活动总人数超过
两万人次。

各类国内外冰雪赛事也格外偏爱这
里。今冬，延庆就迎来了国际雪联中国
北京越野滑雪积分大奖赛，以及北京市
冬季运动会竞技组滑雪比赛、首都高校
大学生高山滑雪比赛等十多场冰雪赛事
及冰雪培训活动。各地滑雪运动员和爱

好者来到延庆，在雪场上疾驰翻转，一较
高下。

一座冰雪小城，因冬奥的来临而春潮
涌动，热气腾腾。

“受冬奥会影响，现在冰雪运动在延
庆氛围浓厚。”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马
志勇说道，“过去在雪场、冰场上很少能
看到延庆人的身影，现在滑雪滑冰的越
来越多，许多人一到周末就带着家人上
雪上冰，老百姓对冰雪运动的热情明显
高涨。”

对冰雪的热情离不开运动场地的保
障和基础设施的改善。1月 19日，延庆首
个室内滑冰场——冰面面积 1800平方米
的延庆中小学生冰雪训练基地正式营业，
开业以来已接待了滑冰者上千人次。“这
个滑冰场在承接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冰
球训练和比赛的同时，还能一年四季为老
百姓提供滑冰场地，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
上冰。”马志勇说。

去年冬天，利用城区两片自然水域，
延庆还建成了总面积超过两万平方米的
自然冰场，用于群众戏冰和冰上培训项
目。而位于延庆中心城区、面积将达 8.7
万平方米的北京市冰上项目训练基地也
正加紧建设，2019年建成后将满足冰壶、
冰球、短道速滑等冰上项目专业训练和比
赛需求，并适时对社会开放。

冬奥会的举办也给冰雪产业带来巨
大机遇。2016年，万科集团和石京龙滑雪
场合作，对雪场进行全方位的升级改造。
现在每年冬天，滑雪场都迎来来自北京及
周边地区的汹涌人潮。2018年至 2019年
雪季，万科石京龙滑雪场共接待游客 6万
人次，同比增长 10%。此外，一些冰雪企
业和培训机构也纷纷落户延庆。

“冬奥会对延庆发展的带动和影响极
其深远。”延庆区冬奥办专职副主任宋海
田表示，为迎接冬奥会，延庆加快创建文
明城区，开展礼让行人、文明停车等文明
行为宣传及实践活动，并对群众进行冬奥
知识与技能培训，还举办了系列冰雪文化
展览。

“我们希望借助冬奥会，不仅带动延
庆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
冰雪产业的发展，还能进一步提升百姓
的人文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宋海
田说。

千人找差团“找差”迎世园
本报实习记者 武晨玥

“我奉献 我快乐”“延庆乡亲、助
力世园”“祝 2019北京世园会举办成
功”……日前，延庆“千人找差团”以

“延庆是我家 世园靠大家”为主题的
“新春第一课”活动在妫川广场举行，
找差团成员纷纷在承诺栏上写下承
诺，立足岗位职责，助力世园会筹办
举办。

活动现场，由千人找差团成员带
来的表演不仅给现场观众奉献了一
道文化大餐，还向广大群众发出号召

和倡议，希望每一名妫川儿女都能践
行“人人当好东道主 同心同向迎盛
会”，为世园会顺利举办贡献自己的
力量。

“我们要用实际行动和更多的
公益活动助力世园会，通过这次活
动树立广大群众的主人翁意识。未
来，我们还将组织不同单位、团队举
办形式多样的活动，向延庆市民说
清讲透世园故事，在宣传教育的同
时让广大市民了解世园会、参与世

园会。”区创城办督察组组长朱雪
松说。

当前，世园会已经进入攻坚冲刺
阶段，而延庆市民作为延庆文明形象
的“代言人”，更需要以良好的精神文
明状态迎接盛会的到来。“在世园会到
来之际，我们要引导市民发扬主人翁
精神，保护环境、爱护公物，真诚友善
面对四海宾朋，文明出行、文明游园、
文明用餐，践行延庆文明新风尚，为世
园会建言献策，查找短板参与公益，弘

扬志愿精神，用自己的微薄之力贡献
世园会。”千人找差团分队长刘纪
英说。

据了解，3月 8日至 12日，千人找
差团、文明引导员、墨墨祝福、自行车
协会、儒林苑社区等5支队伍连续在妫
川广场举办“延庆是我家 世园靠大
家”“新春第一课”主题活动。

活动当天，志愿者们还纷纷走上
街头打扫卫生、捡拾垃圾，用实际行动
助力世园会。

22 2019年3月13日
责任编辑：陈影 电子排版：程胜男 电话：69176222 综合要闻

世园路网有望月底织就
本报讯（记者 董明昊 通讯员 王

跃龙）距离世园会开幕只有不到 50天
的时间，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
的决战冲刺阶段。日前，记者从区城
管委了解到，世园会市政配套八条道
路建设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收官阶
段，各条道路整体工程进度已完成
90%，即将与广大市民和游客见面。这
八条道路将编织一张通往世园会园区
的四通八达城市路网，为 2019北京世
园会成功举办提供完善的交通保障。

初春的延庆，空气里透着丝丝寒
意，但圣百街的施工现场却呈现出一
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庞大的挖掘机

轰鸣着将土方送进沙石车的货斗，压
路机在不远处的路基上来回碾压，洒
水车喷出来的水珠和工人们额头上
的汗水一同滚进泥土里。而在道路
的另一侧，世园会中国馆的金顶正在
阳光下熠熠生辉。“圣百街全长 3.6公
里，东西连通着妫水南街、阜康路、延
康路、世园路和京礼高速，是世园会
的主要市政交通道路之一，同时，也
是延庆城区的重要交通通道。”负责
该路段施工的首发建设公司项目总
工程师何历超介绍说，“目前，圣百街
90%的路段已经基本完工，仅剩约 300
米的道路断点还未完成基础道路建

设工作。”为确保道路
在规定时限内完工，
施工方在道路断点上
安排了近 180名工人
以及各种施工设施

80余台，开足马力，24小时不间断施
工，全力推进道路建设。

除了道路施工，部分道路的配套
设施也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之中，湖南
路、世园路、阜康路这三条道路已经
进入工程收尾施工阶段。在世园路
施工现场，崭新的沥青路面勾勒出一
条开阔笔直的大道，两排路灯“守卫”
在道路两侧，为来往车辆照明。指向
世园会园区和其它道路的标识牌摆
放在路边，工人们正挥舞着铁铲翻动
着绿化带里的泥土，安装标识牌，种
植灌木，铺设草皮。

截至目前，湖南路、世园路、阜康
路已基本完工，正在全面开展绿化工
程和道路标识牌安装工作，预计于3月
20日完成全部建设工作。与此同时，
百康路、康河路、圣百街已进入局部节
点工程收尾阶段，施工方正在紧张有

序施工，确保在 3月 20日正式完工。
西顺城街、北靳路也正在积极推进工
程施工进度。

据介绍，待项目彻底完工后，这八
条道路将在世园会周边组成“四通八
达”的交通网络，不仅能有效改善我区
的交通功能，也会成为世园会外围最
重要的门户通道，为市民和游客提供
更加便捷、安全、美观的出行环境。

“世园会市政配套八条道路的建
成将完善延庆区城市交通路网系统，
改善区域交通环境，同时，对促进延
庆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区城管委项目办主任时芳说，“目前，
我们正在督促施工单位全力推进道
路建设，在确保施工质量和安全生产
的前提下，全力以赴确保各项工程按
时完成，为世园会提供安全、便捷、舒
适的交通网络。”

3月5日起，继微信、支付宝线上支付水费开通后，线上预存水费功能相继开通。我区市
民可通过新增的“网上预存水费”功能，随时随地在手机上预存水费，待水费账单生成后，如
果余额充足，系统将直接从账户中扣缴水费，可避免用户忘缴水费，为生活带来的不便。图
为水务工作人员正在指导市民用手机预存水费。

张延/摄 王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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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来临，康庄镇火烧营村的民宿建筑工地早早恢复
施工。一进村口，一栋在建两层建筑已经封顶，沙子、石料
等建材整齐地码放在两旁。这是火烧营村即将建成的第五
家民宿。

火烧营村党支部书记王桥海顺着整洁的小路走向工
地，地上一张包装纸吸引了他的注意，他皱了皱眉，弯下腰
捡起废纸攥在手里，走到路边垃圾桶旁，丢了进去。说起王
桥海，火烧营村村民们的评价出奇一致。“我们村书记爱干
净，眼里容不得一点脏乱。”“这些年，我们村书记带着我们
致富，把村里整得干净整洁，还建起了高端民宿，今年 5月
就要开门迎客了。”……

火烧营村位于康庄镇西北，村子不大，只有 200多村
民。2003年，王桥海当选为火烧营村的村主任。说起十几
年前村里的环境，王桥海连连摇头：“村民们早已养成了习
惯，脏水就倒在街上，生活垃圾堆进水塘，家畜粪便满大街
都是，环境太差了。”爱干净爱较真的王桥海下决心一定要
把村里的环境治理好。

他没有想到，自己最初的这份治理决心，在多年以后，
竟为村子谋出一条致富之路。

“刚开始，让村民打扫自家门口的卫生，很多人还不理
解，我就亲自帮着收拾，他们不好意思了，就自己打扫起
来。后来，村里划片分包，责任到人，慢慢的，村里的街道干
净了，村民的环境意识也越来越强了。”王桥海说道。然而，
看着干净整洁的村庄，王桥海心里总感觉少了点儿什么？

“2006年，我去山东微山湖旅游，看着满湖盛开的荷
花，我突然明白了，我们村是干净了，可还不够美。”王桥海
也顾不上游玩了，立即向当地朋友打听荷花的种植条件，咨
询种植技术。“那次从山东回来，我在我们村河塘种下了第
一批荷花。”王桥海骄傲地说，“现在我们村的荷花，十里八
乡远近闻名，花期到了，络绎不绝的游客扛着相机来拍照。”

2009年选举，凭借突出的工作能力和超高的威望，王
桥海不仅连任了村主任，还一肩挑起了村党支部书记的担
子。村民王占云说：“王书记工作能力强，办事踏实，我们
信得过他，我们跟着他干有出路。”村民的信任是鼓励，同
时也是压力，书记主任“一肩挑”后，王桥海开始反复琢
磨，现在村民生活环境好了，可如何才能让村民们富起
来呢？

一天，王桥海在村里散步，一波来村里拍荷花的游客与
他擦身而过，看着这些游客，王桥海一拍脑门，有了想法。

“我们村环境好，做农家院，搞乡村旅游，绝对是条路子！”有
了想法，王桥海立即着手张罗起乡村旅游的事儿，就在这
时，一个机会悄然而至。

2016年，一批投资商找到了王桥海。原来，这批投资
商带着资金和高端民宿的项目跑遍全国寻找理想的投资
地。当他们来到火烧营村时，整洁的环境、路两旁盛开的鲜艳花朵、水塘中怒放的
荷花，立马吸引了他们。双方一拍即合，在2016年年底签订了合作协议。2017年
3月，投资公司进驻火烧营村，租用旧村委会和村里闲置民房改建高端民宿。

项目、资金、人才都有了，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一开始，村民对高端民宿这
种模式不是很了解，不敢尝试。”王桥海说，“这是好事儿，得让老百姓先看到效
益，我第一个把房子拿了出来。”2018年，王桥海带着另外九户村民，出租了五个
院子，做了火烧营村第一批‘吃螃蟹’的人，看着一间间民宿顺利建成，村民们心
里有了底，越来越多的村民找到王桥海，愿意出租自家院子做高端民宿。“我们第
二批有十几户，现在正在进行规划，差不多明年就能够落实了。”王桥海乐呵呵
地说。

村民王占云的老房子如今已改建成高端民宿，今年5月即将正式营业。他也
在民宿里获得了一份儿稳定的工作。说起这些，王占云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一年
有3万多的租金，还有3万多的工资，这比我以前挣得多多了。”

这段时间，王桥海又忙着规划在村里建“老年驿站”，批手续、做培训，
忙得不亦乐乎。“让年轻的村民有活儿干，让上了岁数的村民能享福养老，
解决好养老问题，全村人都切切实实能得到实惠。”王桥海望着几个坐在街
边晒太阳的老人，
脸上露出了灿烂的
笑容。

本报讯（实习记者 武晨玥玥 通讯
员 鲁腾 王继东）“好雨知时节，当春
乃发生。”惊蛰节气刚过，上周末，我
区连续迎来了两场降水过程，细雨
滋润了妫川大地。

3月9日上午和3月10日中午前
后，淅淅沥沥的小雨普降妫川。据
气象站点监测，9日 10时至 18时，全
区平均降水量为 0.7毫米，整个降水
过程持续近 9个小时。10日 12时至
11日 1时，全区平均降水量为 4.0毫
米，整个降水过程持续近 13 个小

时。此次降水过程，川区东北部稍
大，南部偏小，两次最大降水量均出
现在小海陀站，9日为2.9毫米、10日
为9.3毫米。两次降水对于缓解土壤
墒情、抑制扬尘起到了积极作用。
由于海拔等因素，两次降水过程在
我区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平原地
区为雨，高海拔地区为雪。面对悄
然而至的降水过程，市民喜出望外，
纷纷用手机镜头记录下美丽的雨中
景色，不少市民还走上街头，赴一场
与“春雨”的“约会”。

虽然此次降水过程并不大，但
对我区气温却有着不小的影响。据
气象局数据显示，本周我区以晴到
多云天气为主，11日、12日受冷空气
影响，刮起了 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
达 6到 7级。本周白天最高气温达
15℃左右，夜间最低气温约-6℃。
记者从区医院了解到，少量的降雨
虽然使空气变得清新，滋润了春季
干燥的天气，但对于哮喘等呼吸道
疾病患者来说却是“喜忧”参半。“湿
润的空气会减少因呼吸道黏膜干

燥、缺水引起的气道高反应，从而引
发咳嗽、胸闷、呼吸困难以及哮喘发
作。此外，降雨之后，气温降低，体
弱的老人、孩子和患有慢阻肺、慢性
支气管炎等呼吸疾患及心脑血管疾
病的慢性病患者，如果防护不到位，
可能引起感冒、发热，会诱发慢阻
肺、慢性支气管炎、心脑血管疾病发
作，使原来的基础病病情加重。”区
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吴国霞介绍
道。医生也提醒广大市民要注意规
律作息，防寒保暖。

世园会市政配套道路完成90%

宣传系统冲刺冬奥世园先锋行动
本报讯（记者 史金秋）3月 8日，

区委宣传部机关党委召开全体党员
大会暨冬奥世园先锋行动推进会，
总结 2018年度宣传部机关党委党建
工作、部署 2019 年党建工作计划和
冬奥世园先锋行动。区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黄克瀛出席
会议。

会议总结了 2018 年度宣传部机
关党委党建工作并部署 2019年党建
工作计划和冬奥世园先锋行动。区

融媒体中心、文明办党员代表结合工
作实际，就深入践行冬奥世园先锋行
动作表态发言。机关党委全体党员
干部郑重宣誓，并签名承诺。

会议号召区委宣传部机关党委
全体党员，“对标看齐”走在前，争当
学习思想先锋；“凝心聚力”走在前，
争当发动群众先锋；“攻坚克难”走
在前，争当引领发展先锋；“岗位建
功”走在前，争当爱岗敬业先锋；“服
务奉献”走在前，争当排忧解难先

锋，坚定信心、奋勇争先，为冬奥会
世园会筹办举办再添新贡献，以优
异成绩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
年献礼。

会议强调，今年是延庆的“大
考”之年，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仅要
坚决服务保障好赛会筹办和区域高
质量绿色发展，还肩负着深入推进
融媒体中心建设和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建设试点任务，责任重大、使命
光荣、机遇难得。要切实提高政治

站位，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牢固树
立主人翁意识，以“精精益求精、万
万无一失”的标准，全力以赴，攻坚
克难，以实际行动体现担当作为。
要紧抓机遇，乘势而上，在服务保障
赛会一线率先垂范、主动锻炼，在真
抓实干中提升工作能力、水平。要
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冲锋在前、作
出表率，积极投身冬奥世园建设一
线，为交出服务保障赛会和高质量
绿色发展两张优异答卷贡献力量。

的森林城市规划愿景架构基本形
成。通过精心雕琢城市景观、打造园艺产业园
区、创建世园人家和首都绿色村庄，使绿景变美
景，打造独具特色的森林城市。新建安居城市
森林公园等 4 个，改造提升城区公园、广场 6
个。大力推进园丁工程，实现森林生态和产业
提质增效，全面提升延庆生态品质。

未来，我区将遵循“京畿夏都宜居地，长城脚
下森林城”的规划愿景和“一核一环三带五廊九
园多点”的空间布局，突出首都生态涵养区的生
态功能，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保护和建设，通
过创建获得国家森林城市称号，促进全区经济社
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建设国际一流的生态
文明示范区。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目标，精准发力，在各
单位各部门的协作配合下，拟对 36项能够达标的
指标全面巩固，对 4项待建指标逐项施策，全力攻
坚，重点突破，确保在考核评审前全部达到指标
要求。同时，强化创森宣传，围绕冬奥会世园会
筹办举办，持续提升创森宣传全覆盖力度，掀起
宣传高潮。着力实施一批重点工程，全面完成创
森规划中的目标任务，科学周密制定迎检方案，
确保我区创森目标顺利实现。”区创森办副主任
向恒江表示。

创森即将“迎考”
全区奋力冲刺

（上接第一版）

清空气 利健康 两场春雨润妫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