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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9 日，2019 北京
世园会开园仪式上，“环保
奶奶”贺玉凤有了另外一
个荣耀的身份——世园会
开园启动嘉宾。作为“延
庆乡亲”代表，贺玉凤和包
括世园会形象大使董卿在
内的 6位嘉宾一起在启动
装置上留下了自己的手
印，见证园艺之门的开启，
为自己的世园故事画上一
个大大的惊叹号。而这，
既不是开始，更远不是
结束。

妫河是延庆的母亲
河，2019北京世园会的园
区就坐落在妫水河畔。现
年61岁的贺玉凤的家就在
妫河边。

“世园会选址在妫河
附近，这与河边的好风景
是分不开的。”贺玉凤说，

“但是在很久以前，有很多
人在河边钓鱼、野餐，遗留
下满地的垃圾。看到这种
景象，我实在心痛，后来就
干脆自己动手开始清理妫
河岸边的垃圾。”

从 1995年起，每天沿
着妫河步行十多公里义务
清理垃圾就成了贺玉凤生
活的重要组成部分。24年
来，她亲手捡起了数不清
的垃圾，光是塑料瓶就捡
了 30多万个，为保护妫河

的生态环境作出了极大贡献，她也因此被大家亲切地
称为“环保奶奶”。

2015年，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贺玉凤发起成立
了公益志愿者队伍——“夕阳传递”志愿服务队。在
她的带领下，“夕阳传递”的 100多位成员也积极投身
到了保护生态环境、助力世园的行列之中。不论是70
多岁退休在家的老人，还是十几岁的学生，都跟着贺
玉凤一起参与到保护河流环境、清理延庆河湖周边垃
圾等公益活动中。在世园会压力测试期间，贺玉凤和

“夕阳传递”志愿服务队的 45名队员还被选拔成为世
园会园区内的志愿者，走上一线，服务世园。

“第一次穿上世园会志愿者制服，走进世园会园
区的时候，我们的队员都高兴极了！一想到在接下来
的日子里能为那么多人提供志愿服务，向世园会的游
客展现延庆志愿者的风采，大家都把腰板挺得直直
的，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游客。”贺玉凤说。在
压力测试期间，贺玉凤和队员们主要负责在园区内各
大电瓶车车站上进行志愿服务，维持游客秩序、协助
调度电瓶车、帮助行动不便的游客上下车等都是他们
的重要工作。

疲倦的游客在电瓶车车站上翘首以盼，一看到电
瓶车来了，大波的人流就会涌向电瓶车。这个时候，
贺玉凤和她的志愿者队员们就会耐心组织引导游客
有序上车。当看到有行动不便的老人和残疾人时，贺
玉凤也会劝导其他游客关心弱势群体，让老人和残疾
人先上车。我希望来参观世园会的游客们在游园的

同时，也能感受到‘延庆乡亲’们的温暖。”贺玉凤说。
经过短暂的修整，世园会正式开园后，贺玉凤又

加入到了世园会外围保障的志愿服务工作之中。
如今，贺玉凤和她的队员们更加忙碌了。每天除

了在妫河岸边捡垃圾外，贺玉凤和队员们还要在世园
会外围的 20个点位和延庆的大街小巷开展志愿服务
工作，不仅要为来自海内外的游客提供力所能及的服
务，还要向游客们宣传文明、积极的环保理念。

待人热情，乐于助人的贺玉凤，在向世界宾客宣
传环保理念的同时，更让参观世园的游客感受到了延
庆人的热情朴实。

5月 1日，世园会迎来了第一个客流高峰。晚上
10点，连续值勤十几个小时的贺玉凤刚刚躺下休息，
她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是一位世园会工作人员打
来的求助电话，他告诉贺玉凤，在世园会门口有几位
迷路的游客找不到停车场了，外围服务保障的保安和
志愿者也已经下班，不在园区现场的这名工作人员想
起了住在世园会园区附近、熟悉周边路况的贺玉凤，
希望她能帮忙。贺玉凤了解了情况后，二话没说，推
醒了刚刚入睡的老伴儿，急匆匆地出门去接应迷路的
游客。

将近夜里10点半，贺玉凤在园区附近兜了好几圈
后，终于在世园会 1 号门附近找到了迷路的 5 名游
客。根据游客描述的停车位置，贺玉凤跑遍了世园会
周边的各大停车场，最后，终于在世园会P9停车场找
到了游客的私家车。

顺利送走游客，已经是11点多了。贺玉凤满身疲
惫地回到家中。第二天，她还要起大早，继续参与到
世园会的服务保障工作之中。

“世园会开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来到了
延庆，想要一睹这场世界园艺盛会的风采。”贺玉凤
说，“我和我的志愿者伙伴们也会更努力地做好公益
活动，服务世园，保护好延庆的绿水青山，让大家的生
活环境越来越干净，让环保理念深入延庆人的内心，
做好世园会的服务保障工作，为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
会打好环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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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奶奶”贺玉凤在世园会园区内提供志愿服务
（图片由贺玉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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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董明昊 通讯员 朱玉）5月
9日，世园会精品节目走进延庆区慰问演出
活动在区文化馆小剧场举行，来自贵州省黔
东南州歌舞团、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歌舞
团的演员为延庆市民、世园会服务保障人员
献上了一场极具民族魅力的文化盛宴，使大
家在园区外也能欣赏到来自世园会的精彩
民族文化演出。

在绚丽的舞台灯光下，表演者们轮番上
场、各展才华。拥有 2500多年历史的《侗族
大歌》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反排木鼓
舞》表演场面壮阔、震撼人心，牛腿琴和芦笙
的独奏表演悠扬舒缓、婉转细腻，极具浓郁
的民族风情。凉山州彝族服饰展示和黔东
南情歌对唱将观众带到遥远的祖国腹地，一
同领略独属于当地的风土人情。而柔美的
彝族舞蹈《织彩》和活泼欢快的《水鼓舞》《锦
鸡舞》则将奔放的舞姿与深厚的民族文化相
结合，展现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民
族文化的热爱，不时博得观众的阵阵掌声。

表演结束后，观看演出的首都公共文明
引导员李淑华激动地说道：“今晚这场富有
民族特色的演出真的太精彩了！表演者通
过他们美妙的歌声和优美的舞姿，让我领略
到了和延庆截然不同的特色文化，非常震
撼，希望以后能多举办类似活动。同时，更
希望我们延庆的文化也能在世园会这个大
舞台上绽放光彩。”

据了解，近期，世园会园区内开展了一
系列世界民族民间文化荟萃活动，受到了广
大游客的关注和喜爱。区文旅局以此为契
机，首次将世园会场馆内的精彩节目请出园
区，带给在世园会期间提供服务保障的工作
人员，向他们表达诚挚的慰问和崇高的
敬意。

“我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能够向服务保
障世园会的工作人员们致以慰问，感谢他们
在世园会举办期间所作出的努力。”贵州省
黔东南州歌舞团艺术总监蒋步先说，“同时，
我也希望这场演出能加深延庆人民对少数
民族文化的认识和了解，感受各民族非遗文
化的魅力，体会世园文化和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的深度融合。”

未来，区文旅局还将不断挖掘、引入优
秀文化资源，让世园会园区内的精品文化节
目走进延庆的乡镇街道、景区景点、高端民
宿等，让市民和来延游客享受异彩纷呈的世
园文化盛宴。

延庆区扫黑除恶举报奖励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调动我区群众举报

涉黑涉恶线索的积极性，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举报涉黑涉恶线索的途径和

方式：
（一）通过电话举报
北京市公安局延庆分局：69175900
北京市延庆区纪委：69102419
延庆区扫黑办：69107088
（二）通过电子邮箱举报
北京市公安局延庆分局：yanqingsao-

heiban@163.com
（三）通过来信来访举报
北京市公安局延庆分局扫黑办：北京

市延庆区湖南西路16号
北京市延庆区纪委信访室：北京市延

庆区苏子街4号
北京市延庆区扫黑办：北京市延庆区

新城街2号
第三条 提供以下各类涉黑涉恶违法

犯罪及“保护伞”线索：
（一）威胁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

度安全以及向政治领域渗透的黑恶势力线索；
（二）把持基层政权、操纵破坏基层换

届选举、垄断农村资源、侵吞集体资产的黑

恶势力线索；
（三）利用家族或宗族势力横行乡里、

称霸一方、欺压残害百姓的“村霸”等黑恶
势力线索；

（四）在征地、租地、拆迁、工程项目建
设等过程中煽动闹事的黑恶势力线索；

（五）在建筑工程、交通运输、房屋租赁
等行业领域强揽工程、恶意竞标、非法占
地、滥开滥采、破坏环境、抢栽抢种、违法建
设、非法经营的黑恶势力线索；

（六）在商贸集市、批发市场、车站、旅
游景区等场所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保护
费的市霸、行霸等黑恶势力线索；

（七）操纵、经营“黄赌毒”等违法犯罪
活动的黑恶势力线索；

（八）非法高利放贷、暴力讨债的黑恶
势力线索；

（九）插手民间纠纷，充当“地下执法
队”的黑恶势力线索；

（十）组织或雇佣网络“水军”在网上威
胁、恐吓、侮辱、诽谤、滋扰的黑恶势力
线索；

（十一）境外黑社会入境发展渗透以及
跨国跨境的黑恶势力线索；

（十二）黑恶势力“保护伞”线索。
第四条 群众举报的线索由延庆公安

分局、区纪委监委、区扫黑办建立台账，统
一管理并核查认定。经核查确为有效信
息，且对案件查处起到一定促进作用的,给
予一次性现金奖励。

第五条 对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评定
和奖励原则上每半年组织一次。

第六条 举报群众自接到奖励通知之
日起15日内，凭本人有效证件领取奖励。
逾期不领取的，视为自动放弃。对匿名举
报，无法核实身份的，不纳入奖励范围。

第七条 借举报名义实施诬告陷害他
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等行为的，公安机
关将追究法律责任。

第八条 公安机关及相关职能部门将
保证举报群众的人身安全，未经本人同意，
在查证、宣传、奖励等工作中不得披露举报
群众的个人信息。泄露举报群众个人信息
的，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九条 本办法由延庆区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自发布
之日起施行。

2019年5月9日

“一班一园”运动会展现校园里的世园风采
——区第二小学“一班一园”运动会侧记

本报记者 刘嘉豪 通讯员 高鹏冲 程立朋

“刚进校园，果然非凡”“长城脚下 妫水
河畔 绿色生活 美丽家园”……伴随着孩子
们嘹亮的口号声和激昂雄壮的《运动员进
行曲》，一队队或身着特色服装，或手举艳
丽花束，或带来不同表演的班级队伍整齐
地通过主席台。

“我们班‘代表’的是刚果，我们用卡片
拼成刚果的国旗，有的同学穿了非洲的特
色服装，还有的同学举着特色花束。这是
我第一次参加学校的运动会，我感到很高
兴。”5月 9日，区第二小学举办庆祝新中国
成立 70周年“助力世园冬奥，建设美丽家
园”“一班一园”田径运动会暨区第二小学
亲子运动会。作为最后走过主席台的年
级，一（3）班学生汪子扬完成“一班一园”展
示后告诉记者。

运动会入场式上，每个班级都代表一个
世园会的参展国家，国旗、舞蹈、服饰等特色

元素，在绿茵场上交织成一道道独具特色的
风景线，与世园会遥相呼应，展现着延庆小
学生热爱家乡、奉献世园的良好风貌。

相比一年级的小同学，五年级大同学
的展示更加精致。五年级（6）班代表的是
澳大利亚。入场时，两名学生化身为可爱
的袋鼠和考拉走在队伍最前列，当走到主
席台前，学生们还进行了篮球和舞蹈表演，
整齐优美的动作透露着掩藏不住的兴奋和
自信，赢得了在场家长和师生们的阵阵掌
声与喝彩声。

五年级（6）班学生李程远说：“学校举
办的这次活动让我对我们班级代表的澳大
利亚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世园会有了新的
认识。我们作为世园会的小小东道主和小
使者，就应该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爱
护花草，爱护生态环境，一起为我们的美丽
家园建设添砖加瓦。”

“一班一园”运动会是区第二小学“践
行绿色发展理念，建设美丽家园”十项行动
之一。据了解，区第二小学多年来秉承“活
力教育”的办学特色，坚持“健康第一”的理
念，建立了以教育教学为中心，以体育、艺
术、科技为特色的多元化办学格局，开展了
富有时代气息、丰富多彩的阳光实践活动。

“今年，继‘一班一花’、‘一班一树’后，
学校继续以‘一班一园’为主题，与‘助力世
园冬奥 建设美丽家园’相呼应，通过每个班
级‘认领一个国家’的形式，让学生通过‘代
表国家’参加运动会，了解这个国家的历
史、特色、人文情怀和民族风情，在这个过
程中，让学生们了解世园，加深对世园的感
情和认同，增强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提升学
生基础文明素养。”区第二小学德育副校长
李军在谈及举办此届运动会的初衷和意义
时说道。

据悉，运动会吸引了全校共1200余名学
生参赛。百米赛跑，孩子们奋力冲刺；跳高
比赛，小选手们挺身一跃；实心球赛场，小力
士全力一掷……每一项比赛，小运动员们都
全力投入，啦啦队的加油声此起彼伏，响彻
全场。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传统田径项目外，比
赛还特别设置了推车运物、袋鼠跳跳、踏石过
河等18个家长和学生共同参与的亲子项目。
在“收获幸福”比赛项目现场，学生们个个精
神抖擞、元气满满，裁判员一声令下，家长和
学生们用尽浑身解数，奋勇争先，一起推着小
车运货，争分夺秒地赶往终点，在共同参与运
动会的过程中增进了家长与孩子的情感。

在运动中了解世园知识，践行文明行
为、激发运动潜能，运动会为学生们的学习
生活注入一道亮丽的色彩，引导学生为建
设家乡作出积极贡献。

5月10日，在第十一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来临之际，以“喜迎冬奥世园盛会 强化防灾减灾意识”为主题的防灾减灾宣传日活动
在妫川广场举行。区各相关部门以发放宣传材料、展板展示、现场讲解等方式，向社会公众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活动中，共发放
宣传材料9000余份，进一步增强了市民风险防范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 张延摄影报道

“谢谢！谢谢你们对我的及时救助，不
然后果不堪设想，真是太感谢你们了！”5月
5日上午，从外地慕名而来参观世园会时意
外摔倒的李女士紧紧握住区城管队员孟一
鑫、张静程、张琦的手连连道谢。

5月5日上午10点左右，一名保洁员急
匆匆地向正在世园会 1号门执勤的 3名旧
县镇城管执法队队员求助：“卫生间有人突
然发病晕倒，请快来帮帮忙……”旧县镇城
管执法队工作人员孟一鑫回忆道：“当时，
保洁大姐神色慌张，说女卫生间里有一位

游客倒在了地上，而且还不停地颤抖。我
们立刻和保洁员赶往世园会 1号门西侧的
女卫生间。”

女城管队员孟一鑫和张琦走进女卫生
间后，看到一名身材瘦小的中年女游客跌
坐在地上，头部及双臂在不停颤抖。“当时
情况十分紧急，我俩连忙蹲下来扶住她。
她当时还有意识，但是言语表达不清晰，只
能听清她说‘我起不来了’‘我摔倒了’。”孟
一鑫仔细回忆着事发时的情况。而站在卫
生间外的男城管执法队队员张静程则立刻

拨打了 120急救电话，同时，
告知世园会工作人员有游客
在女卫生间发病跌倒。

仔细查看跌倒游客并未

受到外伤后，两名城管队员将女游客搀扶
至卫生间旁的母婴室休息，并按压游客的
合谷穴和内关穴。“我们之前在培训中学到
过，按压这些穴位可以起到镇静的作用。”
孟一鑫说道，“我一边给她按摩穴位，一边
告诉她深呼吸，让她别害怕，我们会帮助
她。”与此同时，急救中心的医护人员赶到
了现场，对李女士进行进一步检查。

在医护人员和城管队员的共同帮助
下，李女士的情况逐渐好转。“她的呼吸渐
渐平缓，头和手抖得也没那么厉害了。”张
静程说，“我们从李女士那得到她爱人的手
机号后，立刻拨通了电话与她爱人取得了
联系。”

几分钟后，李女士的爱人赶到母婴

室。原来，李女士夫妇是特意来延庆逛
世园会的，到达世园会园区外后，李女士
独自上卫生间，同时，爱人去售票处
购票。

了解了城管队员和其他好心人共同
帮助自己爱人脱险的全过程，李女士爱人
特别感动，连连向几位城管队员道谢。3
名城管队员纷纷表示：“这都是我们分内
的事，保护好每一位世园游客是我们义不
容辞的责任，您不用客气。”城管队员道出
了所有坚守在世园会各个服务保障岗位
上的工作人员的心声，相信在园区服务的
每一位工作人员在游客遇到问题时，都会
第一时间伸出援手，让游客乘兴而来，满
意而归。

“保护好世园游客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报记者 郤立鹏 通讯员 吕秀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