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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开区多彩活动贺重阳

【亦庄最新鲜】

荣华街道开通政务服务评价平台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于晓玲 通讯员 白钰）今后，到
荣华街道的政务服务大厅办事也可以进行服务评价啦！日前，
记者从荣华街道政务服务中心获悉，即日起，办事群众到荣华
街道政务服务办事大厅综合业务窗口办理业务，只需扫描“政
务服务评价二维码”，即可成为政务服务的参与者、建议者和
监督者。
此举是为了实现政务服务与公众需求良性互动，创新政务
服务工作，深化公众参与机制、引导公众参与热情、回应公众参
与意愿、创新公众参与渠道、满足公众对政务服务的需求。关于
具体评价方法，政务大厅工作人员做了演示，只需扫描二维码
即可打开“北京市政务服务投诉与建议反馈平台”，然后进行问
题投诉、工作建议和肯定表扬，选择相应的政务服务大厅后即
可进行反馈。
“为满足群众的多种需求，我们一直在优化便民举措的道
路上不断前行。”荣华街道政务服务大厅相关负责人表示，群
众的需求和建议是政务服务工作优化的助推剂。开展政务服
务评价有助于提升社会治理的公众参与度，推动政府职能转
变，完善政务服务工作机制，让政务服务工作从“给群众端菜”
转变为“让群众点菜”，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提升群众
满意度。

博兴街道上线专栏节目“爱廉说”
日前，记者从博兴街道获
悉，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博兴街道纪工委、监察组在“清风
博兴·与您同行”电台开办“我和我的祖国——
—爱廉说”主题专
栏，通过推出廉政经典名言名句诵读节目，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这也是博兴街道推出的又一种宣传廉政文化新方式。
据悉，博兴街道开展本次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扬廉政文化，
清风博兴补精神之“钙”；学党纪国法，小微课堂树心中之“尺”。
活动以机关科室（中心）、社区党支部为单位征集诵读音频，得
到大家的积极响应和踊跃参与，共收到诵读音频50余条。居民
们只需登录喜马拉雅搜索“清风博兴与您同行”即可实现收听。
记者登录后发现，里面既有街道机关各科室和各社区工作人
员朗诵的《爱廉说》，也有萌娃们用小奶音齐声诵读《爱廉说》音
频特辑，体现了大家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廉政教育的重视。
—爱
目前，“清风博兴·与您同行”微电台“我和我的祖国——
廉说”主题专栏节目已于9月中下旬开始陆续上线，并将一直
持续至10月中下旬。“通过辖区工作人员、社区居民声情并茂、
抑扬顿挫的诵读，我们希望让大家受到廉政文化熏陶，增强对
共建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信念，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营造喜
庆氛围。”博兴街道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于晓玲）

数字艺术“一带一路”巡展在经开区启动

近日，“2019当代中国国
际数字艺术展”启动仪式、“奇点/ 中国国际数字艺术展”开幕式
暨朝艺术科技中心落成开馆典礼在经开区举行，一场“艺术+
科技”的奇幻展览免费对公众开放，让来到朝艺术科技中心的
人们大开眼界。
林俊廷《降灵》、卜桦《公元3012、未来慌、野蛮丛生》、关印
《源点》、李子勋《序列飞行器》、邱宇《机械控制的眼睛看到镜子
中被控制的眼睛看到他》、高峰《人工智能道子绘画五个扇面》、
费俊等《时间的形态·京剧》、缪晓春《从头再来》等一件件炫酷、
美妙的数字艺术作品，不但奇幻炫丽，更让观众们沉浸在多姿
多彩的艺术世界中，久久不能自拔。
本次巡展的策展人王泊乔告诉记者，参展作品科技气息浓
烈，有全息、人工智能、AR、VR、沉浸式投影、全自动机械装置
等，皆饱含鲜明的中华文化理念和元素，用科技手段和数字媒
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文化新形象。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当代数
字艺术的首次“一带一路”巡展，在中国美术史和“一带一路”文
化交流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
据介绍，在朝林广场启动的本次巡展，是第七届北京惠民
文化消费季的重要活动之一，在消费季组委会办公室的支持
下，展览内容紧扣消费季“悦文化·惠生活”主题，展期将持续至
2020年3月21日。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天宇）

总工会为142名临时致困职工送温暖
“谢谢经开区总工会对我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泉）
们一线困难职工的关心！”近期，经开区总工会在职工服务（帮
扶）中心开展了国庆慰问临时致困职工活动，把工会的关怀、
节日的问候送到临时致困职工手中，让他们感受到党、政府的
温暖。
此次经开区总工会对区内35家企业、142名临时致困职工
进行了慰问，并为他们送上了熟食、毛巾、纸巾、锅具、血压仪
等慰问品。总工会负责人详细了解了职工在工作、生活中遇到
的困难，倾听了职工们的意见和建议，鼓励他们在困难面前要
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在工作中不断创新。
据悉，经开区总工会将继续结合实际，发挥工会组织在推
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的重要作用，切实解决职工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10月7日
恰逢重阳佳节， 也是我国第七个法
定“老年节”，经开区上下通过举办
文艺汇演、照片展览、艺术照拍摄等
形式多样的活动， 弘扬中华民族敬
老、养老、助老、爱老的传统美德，让
经开区内的老龄群体们老有所依、
老有所乐、老有所学。

选最美家庭传承孝道

国庆长假最后一天迎来重阳节，为
庆祝双节，近日，博兴街道以“情暖为老
迎重阳，我为祖国庆华诞”主题文艺汇演
活动，在赢海庄园社区室外体育场拉开
帷幕，各社区居民、优秀退伍军人、志愿
者、最美家庭代表等几百人欢聚一堂，共
迎重阳佳节、尽享博兴爱国情。
当天的文艺汇演以时间轴为主线贯
穿，第一部分从1921年共产党成立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通过《映山
红》、《沁园春·雪》等节目带领大家忆往昔
峥嵘岁月，展示共产党矢志不移的信念和
艰苦卓绝的精神。第二阶段是1949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
通过诗歌朗诵《重上井冈山》、歌曲《春天
的故事》再现祖国的改革发展浪潮。最热
闹的要属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9年新中
国成立70周年的第三部分，该部分节目
多以居民原创，通过最美家庭、优秀退役
军人代表、展现街道成立以来的变化，尤
其是通过社区的9个书记以打油诗的形式
说出社区特色和为民服务的决心。
重孝道、知感恩、传美德。重阳节作
为整场活动的主题之一，为弘扬中华民
族传统美德，博兴街道从辖区的9个社区
评选出几十个最美家庭，并为他们拍摄
全家福放在舞台后方的桌上展示，成为
现场一道独特的风景。照片上一家老小
的幸福笑容吸引了很多居民驻足观看。
此外，还准备了蛋糕，由辖区70周岁以上
老人代表、退役军人代表一起切开，祝福
老年人的晚年生活甜如蜜。谈及幸福家
庭的“秘笈”，一位最美家庭的婆婆笑着
说：“其实就是多些耐心和包容，学会付
出和体谅，一家人和和气气的，生活就一
定会越来越好。”

多种孝心服务为老人添便利

最近的一场秋雨令气温骤降，但家
住荣华街道金地格林社区的居民何佩珍
心里却依旧暖融融的，问及缘由，原来是
社区居委会的孝“新”洗衣坊服务项目提
前为她送上了重阳节暖心礼包，帮她解
决了厚重衣物的清洗问题。不只是她，社
区里其他老人也同样提前享受到了不同
内容的“孝心”服务。
洗衣服本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家务
活儿，但这对于老年人而言却变得不再
简单，对于这一点，何佩珍深有感触：“我
和老伴儿身体都不太好，又上了岁数，简
单的洗洗涮涮还行，可是冬天的厚衣服、
大件的床单被罩我们俩就没辙了。”其
实，令老两口头疼的问题也是社区很多
老年人面临的问题，大家的需求社区党
支部、居委会也看在眼里。
为解决这一问题，社区党支部、居委
会通过社会购买服务，于去年推出了一
—孝“新”洗衣行动，
社一品服务项目——
面向60岁以上有需求的老人们开展了两
场大件衣物、被子、毛毯等的专业清洗服
务，累计为社区60余位高龄、空巢、独居
老人提供了生活便利。此外，还推出了孝
道微便利，集中为社区老年人提供义诊
医疗服务等。
今年，社区党支部、居委会不仅延续
了此项服务，还对服务内容进行了延伸
升级，一方面增加了孝“新”洗衣行动的
时间和名额，从5-11月每月为20户老年

居民提供洗衣服务，满足更多人的需求，
另一方面新增孝心服务日，5-11月期
间，每月为10户60岁以上的高龄、空巢、
独居的社区老人提供清洗抽油烟机或基
础家庭保洁小时工的二选一服务。前不
久，居民史玉兰和九旬高龄老人黄嘉荣
就刚刚成为这两项服务的受益者。贴切
老百姓实际生活需求的服务内容赢得了
居民们的一致好评。“你看，微信群里这
些感谢的话都是叔叔、阿姨给我们的反
馈。”居委会社工董晶滑动着手机屏幕向
记者展示着。
值得一提的是，社区以“孝心”为主
题的系列服务内容还孵化出一支孝道志
愿服务队，这其中既有社区治安巡逻队
的志愿者老熟人，也有受到敬老服务感
染主动加入的新面孔，论年龄，如今已60
多岁、步入老年人行列的居民李霞就是
其中的一位，积极和居委会社工一同参
与到孝“新”洗衣行动中衣物的上门收
揽、登记、发放等工作，以实际行动弘扬
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
艺术照拍摄情暖“夕阳红”

九九又重阳，菊花绽芬芳。近日，博
兴街道科创家园社区给60岁以上老年人
准备了一场主题为“爱满重阳节 最美夕
阳红”的艺术照拍摄活动，吸引了40余位
老人参加。
当天，老人们早早就到活动的指定
地点等候，社区工作人员也早已为老人
们准备好婚纱、中式旗袍、汉服、西装等

亦城茗苑30余家庭绘制巨幅沙画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于晓玲）

雄伟的天安门壮丽夺
目，金色的“70”字体漂亮醒
目。近日，博兴街道亦城茗苑
社区的室外网球场的地上添
了一幅美丽画卷，这是由该社
区居民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而专门绘制的巨幅沙画，以此
为祖国送上生日礼物，表达对
祖国的热爱。
本次活动也是该社区的
新时代文明实践日活动之一，
活动以“青春心向党 共绘中
国梦”为主题，以社区在职党
员志愿服务为载体，组织社区
6-12岁的亲子家庭共同参与
沙画绘制。记者在现场看到，

活动共吸引了30多组家庭百
余人参与。偌大的网球场上，
孩子们在父母的陪伴下，大手
挽着稚嫩而灵巧的小手用彩
沙流淌出一幅热爱祖国、青春
向党的画面。一张张灿烂的笑
脸、一屡屡流淌的彩色，无不
诉说着社区青少年们对伟大
祖国的热爱，对祖国的祝福。
当祝福图案绘制完成，居民们
围站在沙画四周，挥舞着五星
红旗，齐声合唱《我和我的祖
国》，唱响对祖国的热爱，激情
洋溢的画面令人动容。
据现场指导老师介绍，这
幅由家长和孩子们共同绘制
的巨型祝福沙绘以红、黄、褐

色为主色调，通过“热烈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几个大字和天安门城楼图案
来展示，图案尺寸为12m×
8m，寓意祖国母亲960万平方
公里繁荣昌盛。看着眼前的巨
幅沙画，很多家庭在活动结束
后仍久久不愿离去，一起和祖
国合影留念。带着爱人和孩子
一起参与活动的张城瑜就是
其中的一个，他表示：“ 这样对
祖国表达爱的方式很特别，不
仅增进孩子们爱党爱国爱社
会主义的情感，同时也将我们
共创美好生活的强大力量调
动起来，一起作为新时代的追
梦人为幸福生活而奋斗。”

多套服装，并邀请了专业化妆师和摄影
师，为老人拍摄婚纱照和艺术照。现场，
前来拍照的既有满头银发的个人，也有
相互搀扶的老夫妻，多种服饰款式让居
民们直呼挑花了眼。随后，等换好衣服、
上完妆，大家在摄影师的指导下摆着优
美的姿势，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接着在
闪光灯发出的“咔咔”声中，留住美好瞬
间。而这些照片也将会在重阳节后，放进
制作好的精美相框里一起送给老人。贴
心周到的服务让老人们露出满意的笑
容，一位姓贾的老人更是表示艺术照拍
摄活动圆了自己的一个梦：“以往每次出
去旅游我们也会在一起拍照但和老伴穿
着婚纱拍照，还是第一次，感谢社区为我
们留下精彩的瞬间！”
记者了解到，不只是科创家园社区，
在一年一度的重阳节来临前夕，博兴街
道的其他8个社区也均开展了各类主题
敬老、慰老服务。如通泰文园社区开展的
“妙手巧生丝网花，长长久久重阳意”为
主题的丝网花制作活动；观海苑社区开
展以“情暖观海 欢聚重阳”为主题的双
节晚会，特邀请社区高龄老人参加；亦城
茗苑社区还开展“生活因爱而温暖-重
阳敬老”蛋糕制作活动，为社区30余名60
岁以上老人做蛋糕、过生日等。此外，街
道干部还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上门走访
慰问老人、为其送去慰问品，详细了解老
人家庭、生活和健康状况，帮助他们解决
实际困难。通过多种途径、形式弘扬尊老
敬老的传统美德，使老人们感受到社区
大家庭的关爱。融媒体中心记者 于晓玲

【好人好事】

热心保安屡次获点赞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于晓玲）国庆节除了震撼
人心的大阅兵，还有不少暖心事在经开区悄悄发生着。
“十一”前夕，荣华街道郁金香舍社区的几位保安，就因
帮扶老人就医的暖心举动获得社区居民的朋友圈晒照
点赞。
这位点赞居民是乔燕骥，事情的缘由还要从他老伴
儿说起。原来，他的老伴儿因身患阿尔兹海默症造成行动
不便，国庆节前夕，家人决定带着老人去医院做残疾鉴
定，但因两人所在的居民楼没有电梯，老乔如今也上了岁
数，如何将老伴儿搀扶着下楼坐车成为摆在他面前的一
道难题。为不耽误老伴儿去医院，他提前拨通了社区保安
队队长李爱龙的电话寻求帮助，对方没有半点迟疑，爽快
地答应下来。当天下午两点多，李爱龙便早早带着队员按
照约定时间来到老人家门口等候。开门看到两位老人，李
爱龙立即伸出双手从老乔手中搀扶过他的老伴儿，另一
位保安则背对着老人半蹲下，慢慢将老人背起向楼下走
去。楼层不高，只有两层，但一路上两位保安却十分谨慎，
经过楼梯的转角处也是小心翼翼，生怕老人磕着碰着，直
到将老人放到单元门外的轮椅上才放松下来。而这还并
不是帮扶的结束，等下午4点多，两位老人从医院回来，李
爱龙和队友将刚才的动作改成上楼又重复了一遍，直到
将两位老人安全护送到家中后才离开。
其实，老乔的点赞并不只因这一次帮扶，由于老伴儿
的病，老乔和保安队长李爱龙早已成为老熟人。李爱龙
也是早些时候了解到社区这对老两口的情况后，就开始
坚持这样的暖心帮扶，为他们的出行排忧解难。值得一
提的是，李爱龙和其他队员也并非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但每次只要给他们打电话，人家从来没有拒绝过，而且
每次说几点就几点，特别准时，这次就已经是人家最近
第四次帮助我们了！”老乔对几位保安长期以来提供的
持久帮助心怀感恩。恰巧，这次帮助又在国庆节到来头
两天，他便将保安们忙着帮老伴儿下楼的情景拍照发到
朋友圈，并配文表示感谢，为他们的热情帮助点赞。文中
的最后一句老乔这样写到：“ 在此我们全家对保安的相
助表示由衷的感谢，特此留念，并将此和谐的景象献给
新中国成立7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