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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 16日 星期三民生
方便百姓换乘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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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阳光地带社区青年汇
开展社会融合活动

石门营新区五区
打造特色楼门文化

我区新增两条快速直达专线

让文化魅力沁润百姓生活

公共文化平台朗读亭在我区投入使用公共文化平台朗读亭在我区投入使用

高家园停车场开始运营

开展足球特色教育开展足球特色教育开展足球特色教育 高中学子竞技绿茵场高中学子竞技绿茵场高中学子竞技绿茵场

本报讯（记者 马燊 郭映虹）
话筒、耳麦再配上一台主机，简单的
配置却将文化传播、朗读、休闲等多

种功能集于一体。近期，公共文化
平台朗读亭进入我区两所学校和5
个文化中心，让不同人群以朗读为

载体，充实自己的文化生活。
大峪中学分校作为北京市诗

歌特色校，朗读亭的入驻，让互联
网与文学有了新的碰撞，也让热
衷文学的师生们有了更为广阔的
文学交流平台与诵读空间。

“我特别喜欢到朗读亭里读
读诗词，既陶冶了情操，又让自己
从课堂上学到的知识有了延伸。”
一位前来朗读的学生说。

诗意沁润的校园，书声琅琅，
朗读亭记录着师生对朗读与文学
的热爱，也让校园内形成一片浓
厚的文化氛围，深深感染着师生。

大峪中学分校教师李硕说：
“我们学校将朗读机与语文课程、
阅读课程、古诗词课程、德育课程
相结合，让师生在阅读中感受春
花秋月，落英缤纷，感受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据了解，朗读亭兼具配乐朗
读、视频配音、口语测评、自由朗

读等丰富功能，特别是其中的云
端存储功能，可以为大家留下一
段永久的声音素材。

朗读亭除了为广大师生提供
优质的朗读和学习平台外，还为
市民们送去了一个能够接受文化
熏陶的私密空间。周末，记者在
大峪街道文化中心的朗读亭看
到，前来享受休闲时光的市民们
对这个新鲜事物十分感兴趣。“刚
刚我读了一首《声声慢》，这是我
学生时候最喜欢的词，能让我用
新的方式去回顾诗词，我觉得特
别好。”刚刚走出朗读亭的市民
说。

截至目前，朗读亭已在我区
大峪中学分校、大峪二小两所学
校，以及大峪街道、城子街道、东
辛房街道、王平镇、清水镇的文化
中心投入使用。市民可以根据自
身需求，选择临近的文化中心感
受朗读的快乐。

本报讯（记者 陈凯 谢琪锦）
近日，北京八中永定实验学校举
办第三届高一年级足球联赛，各
班采取抽签、分组、大交叉的形式
进行。

哨声响起，双方球员展开激
烈拼抢，他们奔跑在绿茵场上，
脚下动作灵敏、迅速，进攻、防
守、拼抢、传球，各种技战术展现
得淋漓尽致。一旁观战的同学
呐喊助威，为自己的班级加油。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高一（2）班
夺得冠军。

一位正在观赛的学生说：
“足球运动在于团队之间的配合
和战术的应用，通过踢足球既可
以锻炼智力，还能增强体质。”

据了解，北京八中永定实验
学校在 2018 年被评选为北京市
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校园足球联
赛已连续举办三届。

本报讯（记者 陈凯）12月10日
6时30分，家住冯村西里的陈先生，
在家门口的公交车站等车，站台上
新增的快速直达专线222路公交站
牌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这条新增
线路的终点站是石景山古城。

陈先生平时需要在古城换乘地
铁1号线，快速直达专线222路与平
时他常乘坐的线路相比，不仅站数
更少，而且线路更优化。快速直达
专线222路首站为冯村西里，末站
为石景山古城，途经石龙西路、石担
路、新城大街、金安路、石景山路等，

共设14站，首站发车时间为6时30
分和7时30分，末站发车时间为18
时30分和19时30分。

陈先生说，他家所在的冯村西
里位置相对偏僻，附近的公交线路
比较少，换乘地铁1号线的时间较
长，如果按开通的新线路，他粗略估
算，至少可以节省20分钟的时间。

据了解，区交通局在了解地区
百姓出行诉求后，积极协调公交企
业新开通直达专线。同时，还新增
一条快速直达专线221路。快速直
达专线221路首站为城子，末站为

金安桥东，途径城子大街、门头沟
路、石担路、阜石路，共设6站，首站
发车时间为6时30分和7时30分，
末站发车时间为18时30分和19时
30分。两条公交线路工作日早晚高
峰运行，节假日停驶，票价5元，刷
卡3元。路线开通后，将进一步方
便门城地区百姓换乘地铁。

家住城子的李先生说：“目前公
交线路越来越多，出行非常方便。
而且，现在提倡低碳环保、绿色出
行，公交线路多了之后，开私家车就
少了，不仅节省费用，还能为环保增

添一份力。”
除了新增公交线路，区交通局

还结合“接诉即办”工作，合理优化
调整现有公交线路，在891路、941
路、M24路双向增设永安小区路口
南站，进一步优化城市公交线网。

区交通局工作人员龙腾表示，
目前，我区共有 19条快速直达专
线，可通达至石景山区、海淀区、丰
台区，随着我区公交线路不断丰富
和多样化发展，将继续做好与公交
企业的协调工作和运营服务保障，
为百姓提供良好的公交出行环境。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近日，
高家园停车场正式开始运营。停
车场东至大峪街道南路二社区，
南至高家园新区北区，西至高家
园路，北至大峪街道南路一社区，
共有车位98个。

停车场实行自助扫码缴费方
式，车主驾车离场后，在出口处扫
码支付停车费用。社区外部车辆
只需在入口处进行扫码登记信
息，离场时再进行缴费就可以了。

以前，这个停车场附近地区

长期无人管理，车辆乱停放、消防
隐患大、扰民因素多。这次升级
改造后，有效解决了当地停车管
理的难题。

停车场还为周边居民提供
错时共享优惠服务，办理停车
包月服务的居民只需携带房产
证复印件、房屋所有者身份证、
车辆行驶证、驾驶本复印件前
往收费岗亭进行办理，优惠将
辐射高家园新区南北区等多个
社区。

本报讯（记者 杨爽）书法、国
画、剪纸……这两天，在东辛房街
道石门营新区五区的3栋楼宇内，
新添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该社区居委会选取7个单元
启动楼门文化建设项目，将70余
幅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环境保护等内
容的居民文化作品装饰在楼道
内，营造和谐、文明的社区氛围。

近年来，石门营新区五区持
续加强社区文化建设，通过建设

精品楼门文化、增设特色主题装
置等多种方式，为社区居民打造
精神生活新园地，以精神文明建
设激发“创城”活力。

石门营新区五区社区党委
书记于秀银说：“我们把居民不
同的作品展示在楼里，就是为
了提高居民的文化、文明素养，
为常态化文明‘创城’打下良好
基础。让所有的居民都积极参
与其中，增强居民的归属感和幸
福感。”

本报讯(通讯员 史岩)区阳光
地带社区青年汇日前邀请残疾
青少年及家长，开展“与爱同行
快乐成长”残疾青少年社会融
合活动，旨在促进残疾青少年
拥有平等参与文化、体育等活
动的权利，帮助他们感受文娱
活动的喜悦。

在充分了解残疾青少年需
求的基础上，阳光社工进一步
发挥社会资源，设计丰富多彩
的课程活动。开展体能训练活
动，融入当下最热门的感统综
合训练，营造虚拟康复训练环

境，在专业老师的指导训练下，
实现大脑与身体各种机能的联
系与协调。此外，还开展兴趣
激发活动，由美术老师带领进
行 DIY 雪屋制作，享受动手快
乐的同时增进亲子关系。

今后，区阳光地带社区青年
汇将继续拓展服务模式，针对
困境青少年、重点青少年等群
体，依托个案、小组、集体活动
等，满足他们学习娱乐、开拓视
野的需求，帮助他们提升能力、
融入社会，更好地服务青少年
成长成才。

连日来，区市场监管局“未诉先
办”，加强集贸市场计量执法，多举
措为辖区百姓守护好菜篮子，确保
集贸市场内交易计量准确、公平。

一是积极协商，推进计价秤统
配统管。日常检查过程中，执法人
员发现集贸市场内商户使用的电子
计价秤质量良莠不齐，个别商户所
用电子秤存在示值不清、铭牌丢
失等问题，集贸市场类计量投诉
时有发生。通过与市场主办方协
商建议统一配置公平秤，统一管
理，集中开展检定工作；并在前期
协调计量检定人员为市场购买的
电子秤把关，保证配备的电子秤
计量性能稳定、质量过硬。截至
目前，北京双峪农副产品批发市
场中心、北京鑫源聚鑫丰农副产
品市场有限公司、北京京西兴顺

农副产品市场中心 3 家市场完成
了电子计价秤统配统管工作。

二是主动服务，组织技术人员
上门服务。疫情防控期间,电子
秤面临集中到期问题，市场在用
电子秤数量多，运输不便，市场人
手不足，检定过程存在困难。为
了减轻企业经营过程中现实困
难，助力企业复工复产，执法人员
与市场主办方协商检定过程细节，
开展集中上门检定服务，确保安全
有序开展检定工作。技术人员对市
场强检计量器具进行严格细致的计
量检定，并在明显位置张贴计量检

定合格标识，确保在用的计量器具
合格率100%，累计检定电子秤400
余台件。

三是加强监管，日常不定期执
法检查。执法人员重点检查售卖水
果、海鲜、干货、畜禽肉等产品商户
在用电子秤的检定日期，查看计量
数值的准确性，查验市场内的公平
秤是否经过检定并能正常使用，指
导管理方在显著位置悬挂计量管理
公示牌，同时还检查相关制度落实
和台账记录情况等。总体来看，我
区各集贸市场能够按照相关规定合
法经营，未发现计量违法行为。

近日，市民反映王平
镇惠合新苑小区北门门
外正在修路，施工扬尘污
染周边环境，咨询施工进
度，建议加强管理。

王平镇市民诉求处
置中心接诉后，立即核实
了解情况并上报镇有关
领导。经了解，该路段为
王平镇户外运动环路及
配套设施建设工程，自今
年4月开始动工，期间曾
出现市民反映施工影响
市民出行以及施工扬尘
污染环境等问题。镇主
要领导立即协调、调度相
关负责人、村委会干部以
及施工方开展座谈会，了
解具体施工进度以及相
关施工情况。施工方表
示目前施工已经进入收
尾阶段，针对前期市民反
映的扬尘问题，已经进行
了加装防尘网、苫盖防尘
袋等措施，并将针对冬季
风沙大特点，继续加强降
尘处理。村委会干部表
示，将做好村民情绪疏
导，配合施工方完成道路
施工收尾工作。市民对
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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