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 屈媛）东白地
块梧桐苑片区，车辆多，车位需求量高，是
停车难、停车乱的重点区域，区城管委为
了加强对这一片区的管理，联合相关建设
单位，新建停车场，缓解周边停车问题。

记者在现场看到，位于泷悦长安伊顿
园小区北侧的停车场已经基本建成，平整
的路面，宽阔的车位，让人眼前一亮。距
离出入口较近的位置，还设置了 3个标有
轮椅图案的残疾人车位，加宽车位之间间
隔，方便残疾人士、老年人上下车。

据了解，停车场还在道路的两旁安装
了20个路灯和5个监控设备，设备的安装
将加大对停车场的秩序管理力度，确保行
车道路畅通。

建设单位负责人梁殿君介绍说：“停
车场建设面积 4500平方米，规划车位 113
个，设有东侧和北侧两个出入口，目前，停
车场工程已经基本完工，园林绿化工程待
春节后实施，停车场建成以后将无偿移交
给区城管委，由政府统一运营管理。”

新建停车场新建停车场 缓解停车难缓解停车难

本报讯（记者 耿伟 屈媛）近
日，记者从区司法局了解到，北京
市华夏公证处、区法律援助中心、
区人民调解协会已入驻新启用的
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市民进“一
扇门”，就可办理所有公共法律服
务相关业务。

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分为
接待区、等候区和自助服务区，
法律援助、公证流程等相关制
度全部展示在大厅的墙面上，
让前来咨询办事的市民一目了
然，在大厅前台设有专职律师
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市
民也可以通过自助服务设备，
了解法律援助、人民调解、公正

申请等业务办理流程和相关法
律法规。

除了新启用的区公共法律服
务中心，我区在13个镇街司法所
设有公共法律服务站，在301个
村居设有公共法律服务室，通过
完善三级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打
通百姓法律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让地区百姓享受更加便捷高效的
法律服务。

区司法局普法和公共法律服
务科朱利平介绍说：“下一步，我
们还会再开发远程办理公证和法
律援助这些业务，真正做到亲民、
近民，让百姓享受到便捷、高效、
专业的法律服务。”

整合法律资源整合法律资源 方便群众办事方便群众办事

街镇名称街镇名称街镇名称街镇名称 TSPTSPTSPTSP浓度浓度浓度浓度 区浓度排名区浓度排名区浓度排名区浓度排名 市浓度排名市浓度排名市浓度排名市浓度排名

大峪街道 57 1 133

龙泉镇 57 1 133

斋堂镇 56 3 150

城子街道 56 3 150

永定镇 56 3 150

东辛房街道 55 6 159

潭柘寺镇 54 7 173

雁翅镇 52 8 189

王平镇 50 9 213

大台街道 49 10 222

清水镇 49 10 222

军庄镇 49 10 222

妙峰山镇 47 13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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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全市乡镇（街道）粗颗粒物监测网络系统，共
对约325个乡镇（街道）粗颗粒物进行监测排名，门头
沟区1月6日-12日镇街TSP浓度（微克/立方米）排
名情况（倒序）如下表：

1月6日-12日镇街TSP浓度
（微克/立方米）排名情况（倒序）

本表格由区生态环境局提供

北京日报讯（记者 刘冕）站在讲
台前，美国人Ted手舞足蹈、语速颇
快地讲述着和新年有关的话题，配合
着快乐音乐和有趣儿的动画视频，坐
在二年级一班的孩子们不错眼珠儿
地紧紧“锁定”他。教室窗外，灰色的
山脉连绵不绝。

潭柘寺中心小学校长王健自豪
地说：“Ted是我们学校的第三位外
籍教师了。孩子们从2017年开始，
周周都能和外国人面对面地交流，几
乎每名学生在校外遇到外国人，都可
以自信地上前交流，大约有三分之一
的学生还可以用英语介绍家乡的风
景名胜。”

其实，山区小学“常驻”外教在门
头沟区并非个案。截至目前，全区每
所中小学校都有外教，甚至有外教因
为教书爱上了门头沟区，干脆将自己
的孩子也带到这里读书。区教委主
任陈江锋说，外教进山区，带来的不
仅是语言，还有国际化的视野。我们
希望山区娃在山里就能享受到更公
平、更优质的教育。

小学生人人会“手语”
潭柘寺中心小学学生赵欣阳梳

着马尾辫，活泼开朗。她说：“两三年
前，我第一次在学校里看到外教，这
也是我第一次见到真的外国人，感觉
很新鲜。当时我想表达但是又不敢
上前跟外教说话，关键是不知道能说
点什么，也不会说，就只能冲着他乐。”

“我也是，我们就彼此对着笑。”
五年级孩子戴泽萱抿着嘴笑，她说，

“慢慢地，我开始跟外教交流。我发现
他们的肢体语言特别丰富，不知不觉
我和小伙伴们就都学会‘手语’了。”

想跟外教聊靴子，孩子们就跺跺

脚，指着脚比划；外教想解释手套，就
搓搓手，做一个戴手套的动作……潭
柘寺中心小学英语老师吴媛媛说：

“最初我们会主动帮孩子们做翻译。
尤其是在课堂上，外教语速比较快，
给出的词汇量也大，孩子们听不懂，
我们心里着急，一句一句的解释。结
果孩子们一会儿看外教，一会儿看我，
课堂效果反而不好。后来我们改变
了策略，放手让外教和孩子们交流。”

让英语回归到交流的目的，而不
是知识点的传授。“没想到，效果特
别好。”吴媛媛说，孩子和外教为了
弄懂彼此，各出高招儿。虽然偶尔

“语言”不通，双方连比划带猜，聊得
都挺开心。

六年级学生陈潇扬被小伙伴们
封为“神童”，虽然没上过英语类的辅
导班，不过他的口语水平顶呱呱，和
外国朋友日常交流不在话下，“脱欧”

“大选”等词汇张嘴就来。“我特别喜
欢和外教交流，不是简单地问个好，
或者聊聊课本里的内容，我们喜欢天
马行空地聊，说正在发生的事儿，甚
至是世界大事儿。”他说，当然会遇到
不会的单词，可是这给了我学习的机
会，回去后查查词典，验证一下当时
自己的理解是不是正确。这样学习
语言进步挺快。

本土英文课“缩水”增质
外教来了，周周上课。但是孩子

们一学期的课时没有变化，本校英文
老师的课时势必被压缩。如何解
决？潭柘寺中心小学英语组的4位
英语老师和外教一点点儿花心思，

“算计”地过日子。
前几天，Ted的第一堂课是给二

年级一班讲新年。“正赶上新年，而且

这周正好学的单词都和圣诞节、新年
有关系。”Ted上课时，吴媛媛是助
教。不过她的工作更多是在课前，比
如和Ted探讨给孩子们聊些什么，设
计哪些互动环节提高孩子们的注意
力。课堂上，她站在教室一角，几乎
不发言。“不要破坏外教和孩子们交
流的语境”，这也是她和外教之间商
量好的。

“外教的课结束后，都会安排本
土老师的英语课。到时候我会将
外教讲得一些重点词汇跟孩子们
重新复习一遍，巩固孩子们的记忆
同时，也引导孩子们正确理解。”吴
媛媛说。

如今，本土英语老师和外教重新
分配了课时。学校主管英语组的陈
雪松主任解释，原本英语一个单元有
8个课时，每篇课文两课时，一个单
元3篇课文。还有两个课时是复习
课。“外教来了之后，还是一个单元8
课时。重点单词、重点句子提出来先
讲，之后串讲课文就可以提速了。省
出来的时间，外教占1个课时，这堂课
的重点变成知识点扩充和交流实践。”

王健自信地说，看上去“课时”被
压缩了，但是收到的效果很好，孩子们
个个敢开口说英语，听力水平也提高
了。英语的成绩评价提高了两三成。

外教带来“时髦”英语
山里娃的英语越说越“时髦”，用

词越来越讲究。英语老师刘婉迪说：
“别说孩子们了，最开始和外教交流，
英语老师们也会打磕巴，有时候有些
词我们用得比较书面，而外教说话会
夹杂流行词汇，还有一些俚语，这些
课本上没有的内容，生动有趣，也让
我们受益匪浅。”

上课的时候，Ted会带着“道具”
帮助孩子们理解谚语或者俚语。比
如他讲到“好孩子可以得到礼物，而
不听话的孩子只能得到石头”的谚语
时，就会把提前在校园里捡的一块小
石头从兜里拿出来，让小朋友们摸一
摸，体会一下。

不仅课堂上，每周一到周四三点
二十放学后，外教会带着兴趣小组的
同学排练英文剧目。“学校的远足、运
动会，所有大型活动，外教都会全程
参与。”王健说，希望孩子们学到最地
道的英语。

英语越说越地道，孩子们还在老
师的指导下自编了“家乡小导游”手
册。“我们会用中英文讲解‘潭柘十景
’。”五年级孩子肖依依是‘三星’小导
游，她说，“外教会帮我们修改英文版
的讲解词，调整一下句子的顺序。我
懂，这是把‘中式英文’变成原汁原味
的英文语序。所以背新讲解词的时
候，我会格外用心，用英语介绍家乡
美景时，我变得更加自信了。”

全区中小学4年配齐外教
潭柘寺中心小学只是一个缩

影。2016年之前，门头沟区只有极
少数的几所学校聘请了外教。“山区
校的孩子就更见不到外教了，偶尔有
外教去，也大多是上一节示范课就
走。”陈江锋说，山区孩子也有权利享
受更好的语言教育，所以区教委当年
就参照“北京市外籍教师参与中小学
英语教学改革项目”，推进外籍教师
引入项目。

如今4年过去了，全区每一所学
校，包括山区校都有外教扎根儿。每
年教委还会组织公开招聘，让校园里
不断有新外教出现。

我区全面推进外籍教师引入项目取得实效我区全面推进外籍教师引入项目取得实效 本报讯（记者 马燊）日
前，区烟花办开展禁放烟花爆
竹宣传活动，向过往市民发放
相关宣传材料，提升百姓禁放
意识。

据了解，自2017年起，我
区根据市级相关规定，结合我
区自身实际，将军庄镇、永定
镇、潭柘寺镇、龙泉镇、城子办
事处、大峪办事处、东辛房办
事处七个镇街行政区域划定
为烟花爆竹禁放区域，同时规
定了加油站、商场、建筑工地
等十六类禁放点及其周边安
全范围内禁止燃放烟花爆

竹。妙峰山镇、清水镇、雁翅
镇、斋堂镇、王平镇和大台办
事处不在禁放区域内。今年，
我区也将依此标准执行禁放
规定。

根据相关规定，区烟花办
还公布了举报违法生产、销
售、储存、运输烟花爆竹人员
奖励标准，对非法从事行业的
人员依法进行打击和处罚。
如果市民发现相关非法行为，
可向区烟花办或属地派出所
进行举报，举报和咨询电话为
69842064，或直接拨打属地
派出所电话。

外教进山区，带来的不仅是语言，还有国际化的视
野，山区娃在山里就能享受到更公平、更优质的教育。

区烟花办提醒广大市民
要严格遵守禁放法规

营造安全有序节日氛围

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政策服务包政策服务包””促进企业发展促进企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 高佳帅）近日，区

文旅局发布文化产业“政策服务
包”，为相关企业负责人详细讲解
新政策的内容、解答企业关于新政
策的疑惑，帮助企业更好了解北京
市近期出台的《北京市旅游商品扶
持资金管理办法》和《北京市文化
企业“房租通”支付办法（试行）》等

政策。
光韵文化董事长李悦说：“政策

的出台为我们企业提供了一个非常
好的联谊平台，我们不仅得到了政策
资金，还解决了办公场地的一些问
题，我们在这里互相交流学习共同成
长就像一个大家庭。”

据了解，“政策服务包”中，《北京

市旅游商品扶持资金管理办法》的扶
持资金将以自然年度划分，实行事后
奖励。“房租通”政策主要解决对小
微、初创企业发展压力较大的房租贵
痛点问题。办法规定通过审核的小
微、初创企业补贴面积可达500平方
米，最高可享受30%的房租补贴，金
额可达30万元。“投贷奖”政策包含

贷款贴息、融资租赁贴租、发债融资
奖励和股权融资奖励，解决了企业融
资难的问题。

区文旅局局长刘贵清介绍：下一
步，我们结合这种模式，进一步把文
创文旅融合的相关政策进行解读，让
更多的企业来了解我们支持企业发
展、支持文旅发展的政策。

本报讯（记者 杨铮）1月
10日，一场主题为“福满京城
春贺神州”的特殊新春联欢会
在区残联温馨家园拉开序
幕。现场，手语歌曲《国家》、
广场舞《中国梦》、诗朗诵《我
的祖国》等精彩节目轮番登
台，为残疾朋友们奉上了一场
文化盛宴。

参加活动的残障人士表
示：“我们欢聚在这里，非常的
感动。有这么多人关心和爱
着，更加激励我们坚强勇敢的
面对所有的挫折，幸福快乐的

生活下去。”
据了解，这场充满爱的演出

是由全区各镇街职康站的残障
人士表演完成，约有近百人参
与。联欢会的举办，不仅丰富了
残疾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更使他
们感受到社会的关爱。

区残疾人职业康复中心
副主任蒋楠说：“新的一年到
来了，我们会充分利用好温馨
家园这个平台，切实为全区残
疾朋友们服务好，让快乐和幸
福传达到每一位需要帮助的
人身边。”

关注残障人群
播撒爱的种子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近
日，第二届“童画文明城·书写
新时代”门头沟区青少年书画
创作大赛暨青少年“文明创
城”书画作品展在三家店铁路
中学拉开序幕。

展出的作品充满活力、健
康向上，描绘了青少年对我区
文明城市创建的美好记忆，洋
溢着小书画家们天真浪漫的
思想感情和大胆新奇的想象，
表达了他们对幸福生活的热
爱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参赛学生说：“平时我也

特别喜欢画画和书法，这次活
动中得了奖非常的开心，我以
后会继续努力的。”

据了解，第二届大赛自
2019年12月7日正式启动截
至12月27日结束，共征集书
画作品800余幅，有近2000名
青少年参加，最终评选出获奖
作品120幅。

“我感觉孩子通过画画、
写书法，在学习上比以前有耐
心了，也对他的成长有很大的
帮助。”家长感受着孩子学习
书画的变化。

童画文明城 书写新时代
我区青少年书画创作大赛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