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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扶持成效凸显 亦庄文化走上“大舞台”

经开区合唱团满星折桂北京合唱节
展企业合唱团，共同发展经开区的文化建设。”
王德福介绍说，相较于往年多演唱经典曲目，今
年合唱协会主动寻找专业创作人员为合唱团创
作了多首原创作品，著名作曲家孟卫东编曲的
《不忘初心》、陈国权新编曲目《在太行山上》等
多首曲目都获得了高度认可，尤其是著名作曲
家修骏、孙兢兢新创作曲目《人民领袖》，在今年
的首唱中更是获得了极大反响。

在刚刚结束的第八届北京合唱节暨第
四届万人合唱季上，8支来自经开区的合唱
团在近百支参赛队伍中获得了优异的成绩，
其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职工合唱团更是
以35颗星的满星成绩获得中青年组比赛的
第一名。还有多支队伍获得了30颗星以上的
成绩，堪称历史最佳。经开区合唱团是如何

从0到满星
靠的是专业培训

练就满星桂冠的呢？
经开区音乐协会理 事 长 王德 福激 动地
说：“我们这些年走过不少沟沟坎坎，但我们
走过来了，我们成功啦！我们为北京亦庄增
光添彩了！我们能在京城大舞台上取得如此
辉煌的成绩，这是每个团员的努力，更是经
开区长期扶持文化团队发展结出的硕果。”

原创歌曲亮相
打动评委耳朵

“你是我的一切我的全部，向往你的向往，
幸福你的幸福，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万水千
山，最美中国道路……”“我们在太行山上，我
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敌人
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它在哪里灭亡！”随着经
开区职工合唱团演唱的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比
赛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美妙的和声、震撼

的现场视听效果，不仅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
掌声，更是打动了现场评委的耳朵，一颗颗星
星亮出来，35颗星！最终的成绩让现场所有人
都羡慕不已，满星，第一名。
他们唱的歌曲这么好听，可是怎么感觉那
么陌生呢？原来这些歌曲是由著名作曲家孟卫
东编配合唱版的《不忘初心》、陈国权新改编的
《在太行山上》，王德福回忆起现场原创作品带
来的好评的瞬间，依旧激动不已。
坚持原创音乐作品的创作，已成为经开区

群众文化建设的一大亮点，体现了经开区文化
建设的创新发展。十年来，经开区合唱协会创作
了一批歌唱北京亦庄改革开放、经济文化飞跃
发展的音乐作品，产生了良好反响和积极影响。
“这些年我们得到了北京音乐家协会、中国职工
音乐家协会、中国音协合唱联盟等专业艺术组
织的大力支持和广泛合作，使我们的合唱事业
有了强有力的支持，创作了像《共和国从这里走
来》、《人民领袖》、《你还记得吗》、《江南情思》等
优秀的歌曲。同时我们也挖掘企业资源，组织发

成功的背后往往孕含着不少的汗水和泪
水。从0到满星，靠的是团员们艰苦的付出，靠
的是从开始就坚持的专业培训。
经开区合唱协会的成员们大多由企业职
工、退休教授等高素质人员组成，但是合唱对
他们来说，或许并没有那么专业，甚至是从0开
始。
“参加合唱团的人，有的有些底子，但是大多
数人就是热爱唱歌，却没有接受过专业培训。”
王德福说道。
为了让合唱团成员在合唱方面更加专业，
王德福为合唱协会的成员开设了培训班，邀请
了各行各业的专家们为合唱协会的成员进行培
训。
“培训每年都要搞，像乐理知识培训、指挥培
训、普通话培训等，一点一滴从零开始教起。”王
德福说:
“除了我们自己搞培训之外，还从区外
邀请其他优秀的合唱团来示范演唱，让我们的
成员来学习。”正是有了这些高质量的培训课
程，合唱协会成员们的专业能力得到快速提升。

政府一路扶持
合唱走上“
大舞台”

“我们合唱协会能够有如此迅速的发展，
除了团员们的努力，更离不开经开区的大力支
持。”王德福细数着政府一路对他们的扶持:
“社区服务中心的场地供我们使用，党群活动
中心、各个企业的活动中心都配备了我们合唱
必备的合唱台、钢琴等，这是很多区域想都不
敢想的。”
因为感恩，所以感动，在合唱团取得佳绩
的第一时间，王德福就给工委领导发了一条发
自肺腑的短信:感谢工委管委会长期以来对群
众文化的扶持！
实际上，在经开区建立之初，文化工作就
已经被纳入发展总体规划，通过一流文化设施
的建设，推动群众文化团队扶持政策的出台，满
足群众的文化需求。今年，根据《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群众性文化团队、文化（体育）活动基地
扶持办法》有关规定，群众性文化团队及文化
（体育）活动扶持资金共155万元，扶持群众性文
化团队55支，扶持文化（体育）基地23个。
政府搭台，群众唱戏。如今，经开区合唱协
会的影响力辐射到了周边乡镇，慕名加入合唱
协会的合唱团越来越多，以合唱为媒，走出了
一条调动社会力量办文化之路，加速推动了亦
庄新城文化的融合，也让经开区的文化走上了
“大舞台”。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泉 刘娜

【简讯速递】

多彩活动扮靓社区生活

经开区青年三对三篮球赛启动

雨中篮球赛展全民运动热情
植物草编、非遗糖人制作、植物拓染、3V3篮球赛……听到这些
活动，您是否有走进了某个大型活动专区的感觉？其实上面这些活
动都是在咱们身边的社区里举办的。在经开区，居民们不出社区就
可以参加丰富多彩的活动，不少居民表示，生活在经开区好幸福！

一个精彩假动作瞬间转身带球过
人，行至篮下投篮却被对方球员来了个
“大盖帽”……这样紧张的情景出现在荣
华街道上海沙龙社区的篮球场上。为丰
富社区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增强居民
身体素质、加强居民之间的沟通交流，该
社区悦动邻里第三届“沙龙杯”3V3篮球
赛火热开赛。
—”当天，裁判员一声清脆的哨
“嘟——
响拉开了比赛的帷幕，场上队员们很快进
入了状态，表现出积极果断奋力拼搏的态

势。很快，上海沙龙社区队凭借队员的身
高优势，率先投进一球。对方球队也不甘
示弱，通过抢断、快速反攻、奋力抢夺篮板
奋起直追，拉回比分。虽然天空下着淅淅
沥沥的小雨，给比赛增加了难度，但队员
们的热情丝毫不减。雨中竞赛的场景更激
奋人心，只见对员们你争我夺，整场赛事
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精彩的比赛引得场
下观众掌声和欢呼声不断。
据悉，秉承“以球会友，交流进步，增
进友谊”的宗旨，上海沙龙社区的每届篮
球赛都会吸引众多参赛选手，参赛队伍
大多是社区队伍及辖区居民，如今，该赛
事已成为大家切磋球技、交流感情的平
台。在很多参赛选手看来，篮球赛的最大
收获就在于挥洒下拼搏的汗水和在比赛
中享受到的快乐。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天宇）10月26日，以
“迎‘篮’而上·青春无畏”为主题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第六届“区域化团建杯”青年三对三篮球比赛将在
金风科技篮球馆打响。
本次赛事为篮球“三对三比赛”，同时将延续“我是
三分王”个人三分远投项目。参赛队抽签分组后，将进行
小组赛和淘汰赛两个阶段比赛。小组赛将根据报名队伍
数量进行分组，每小组进行单循环赛，小组成绩最好者
出现。淘汰赛比赛为单场淘汰，胜者进入下一轮淘汰赛，
直至决出名次。
据了解，经开区驻区机关、金融机构、专业公司、各
注册企业单位均可组队参加，以单位组织报名工作，每
单位最多可报2队，每队可报运动员4人，领队1人（运动
员可兼任领队）；“我是三分王”每队限报一人，比赛队
员可兼报；比赛为企事业男子组，参赛队员年龄要求
18-45岁。
本次比赛旨在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增进各企
业、协会之间的友好合作与沟通，比赛将决出冠亚季军，
颁发奖杯、奖牌、赛事奖品，决出4-8名，颁发牌匾、赛事
奖品；三分球大赛将决出冠军并颁发奖杯、赛事奖品。
报名参赛请通过致电67885205联系李子初，也
可致电13503244638联系邹小川索要报名表，并于
10月 21日 15:00前 将 填 好 的 报 名 表 发 送 到 邮 箱
chenxuebing0305@163.com。

东方医院进机关义诊暖人心
亲子家庭成社区活动
“
主角”

亲子绘画、植物草编、非遗糖人制
作……近日，博兴街道辖区多社区的文
化活动精彩纷呈，值得一提的是，这些
活动的服务对象不再是社区里的老年
人，而是专门为年轻的亲子家庭定制。
记者观察发现，近几年，这种现象在社
区里越来越普遍，亲子家庭正成为社区
活动的重要服务对象。
在亦城茗苑社区，一场主题为“亲
子携手，共绘美丽家园”的亲子绘画活
动共计吸引了20组亲子家庭参与。活
动中，老师通过现场绘画的方式向大
家介绍绘画的基本技巧、步骤以及表
现技法，孩子们则通过发挥想象力和
创造力，在家长的帮助下描绘出一幅
幅美丽的图画。现场氛围十分活跃。在
亦城景园社区，这种专门面向亲子家
庭开展的活动人气更为火爆，最近一
次为期一个下午的“感受非遗魅力，共
赏非遗风采”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活
动，累计为社区70多组亲子家庭提供
了服务。现场，用加热的糖稀做成一个
个栩栩如生的小动物糖人、用植物枝

条做一个可爱的草编蚂蚱、在老师的
指导下画一张中国脸谱，让孩子们和
家长们过足眼瘾、手瘾，零距离感受到
非遗文化的神奇和魅力。
其实，不只是博兴街道的社区，最
近几年，区内其他社区开展的居民活
动中亲子活动都开始占据重要一席。
随着经开区教育、文化、消费商圈等的
不断优化升级，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
在区内就业安家，加之国家“二孩”政
策的放开让很多家庭再添新成员，亲
子家庭在区内很多社区的居住群体中
占比有所增加，因此如何为这些年轻
家庭做好服务成为很多社区居委会考
虑的问题，各社区开展的多彩亲子活
动就是为做好这种服务的方式之一。
这种方式也渐渐受到亲子家庭的认可
和青睐，社区里的很多亲子家庭都成
为社区活动的“常客”。在很多年轻父
母看来，社区提供的各类亲子活动不
仅使自己的周末业余时间丰富多彩起
来，活动中，父母和孩子间的感情也得
到了增进。

妙想科学为青少年的秋日添彩

在天华园一里社区，青少年们的周
末从来不会单调。近日，由社区居委会举
办的一场“妙想科学+植物拓染”手工制
作活动让社区活动室再次热闹起来，十
几名小朋友通过拓印叶片的方法寻找秋
的色彩。
“这是洋槐，上面一串串是它们的种
子，洋槐的种子可以做黄色的染料……”
当天的课堂，老师首先将课堂搬到室外，
带着孩子们到户外认识各种树叶。孩子
们饶有兴趣地听着老师的讲解并且认真
观察着每一种树叶的颜色、形态，随后，
将自己心仪的叶子带回教室，在老师的

带领下开始动手制作。先将布袋置于垫
板上，布袋上面放置新鲜植物叶片，再把
透明膜覆盖在最上面，接着，用敲击工具
进行敲打，叶片色素便慢慢地转移到布
上，揭开最上层的透明膜，一幅美丽的拓
染作品便完成了。
一把小锤、一个白色的收纳袋，再加
上一片片叶子的创意组合，孩子们让五
彩斑斓的树 叶 变 身 活 灵 活 现的 小 金
鱼、随风摇曳的花朵“走”上布袋，身旁
的家长也忍不住连连称赞孩子们的拓
染成果。
融媒体中心记者 于晓玲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郑旎）快节奏的生活状态
导致大部分上班族忙于工作，却忽略了身体健康问题，
小病的不注意变成了大病。俗话说得好“身体是革命的
本钱”，挂号难、排队长成了大家的难题。近日，经开区东
方医院南院区在经开区管委会进行义诊咨询及健康讲
座活动，走进机关，开展机关义诊服务。这次义诊活动旨
在引导大家更多关注自身健康，提高自我保健和防病意
识，在瑟瑟秋风中温暖人心。让惠民政策通过多层面、多
渠道、多样化的方式普及百姓。
此次活动由经开区院区综合管理办公室主任姜敏
亲自带队。现场进行了一对一健康咨询、健康讲座以及
检查和体验。
活动开始，分别由楼姣英主任和王鑫副主任为大家
开展健康讲座，楼姣英主任主要为大家解读了宫颈癌的
筛查与防范以及HPV疫苗的运用。王鑫副主任主要谈到
的是如何保护颈肩腰以及护理小常识。
讲座结束后，到了健康咨询环节，分别由安海燕主
任、姜敏副主任、王鑫副主任、楼姣英主任等专家为前来
咨询及就诊的患者进行诊治。例如消化道等内科疾病、
肿瘤等内科疾病以及生殖内分泌等妇科疾病。还可免费
测量血压、测量血糖以及中医适宜技术耳穴压丸的体验
治疗。记者了解到，院方还会针对高血压、肿瘤、糖尿病
三大疾病做一个健康信息表的调查以及中医9种体质。
“感觉这次的活动给我很大收获，不仅学习了怎么
保护自己的颈椎腰椎，更能为以后更好地工作打下良好
的基础。”一位过来咨询的工作人员讲道。
此次义诊活动，充分发挥了东方医院南院区的公益
性作用，同时也增强了机关单位的健康意识，真正达到
了“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医疗改革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