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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燊）摩崖石刻、古道蹄窝……坐
落在京西古道边的王平镇东石古岩村，作为中国传
统村落，至今还保留着质朴的明清古民居文化和古
道文化，时代变迁的沧桑刻进了村庄的每个角落，
让这座由古道客栈衍生的村庄，处处都透着历史的
厚重。

“东石古岩以前叫石窟崖，传说跟周围山势和古
道上的石窟有关系。”再过几个月就70周岁的张廷秀，
是土生土长的东石古岩村人，对于这座村庄的热爱，
既深沉、又厚重，“这个村的老祖宗是张氏兄弟，我们
全村都是他们的后代，基本上没有外来人。”

东石古岩村建于明朝末年，古时紧邻京西古道，
由于这段道路险峻特殊，道边石崖上又有刻有佛像的
石刻碑文，故得名石佛岭古道。“我们村古时候可以说
是相当繁华，京西古道以前是官道，不管是普通百姓还
是商贾驼队，打西边儿进京都得路过这儿。”提起东石古
岩村的历史，张廷秀满脸都是骄傲，“我们村古时有京西
古道，抗战时期村边就有火车站，后来又修了公路，现在
109国道从村前过，用现在的话来说，那就是交通枢纽
了。但是，随着外出务工的人越来越多，村子也就没有
了往日的繁花景象了。”

张廷秀一边说着一边带着记者来到了村中心的
一棵古槐树下：“这棵古槐树一直都在村中心的位置，
以这里为界，村南是南院、村北是北院，当年老祖宗两
兄弟分别居住两边。”顺着张廷秀手指的方向，错落有
致的房屋排列，仍依稀可看出古时张氏兄弟宅院之
大，明清时的老房子更是不少。

张廷秀引着我们来到村中一处古宅，坐在原本是
宅门的廊道里介绍：“你看这过道儿顶上的房梁，一般
人家都是三道梁，我们这是五道梁，还有这个方形的
木框，一般人家是没有的，古时候只有家境比较优渥
的富户才会做这个。”层层套套的宅院，虽然有不少房
屋已经破败，但却依稀可看出旧时村庄的繁荣，这些
遗留下来的古宅，都在无声地讲述着东石古岩村的历
史故事。

“我们村的传说特别多，其中最有名的一个传说
就是，村里祖先带着孩子进城，正赶上一位皇太后出

行，仪仗特别威风。小孩子没见过这个阵势，特别害
怕不慎摔在轿前，顺嘴说了一声‘哎呀，我的妈呀’，当
时皇太后在轿子里面说：‘不许吓唬小孩，这是我的义
儿来了’。就这样，这位祖先就成了皇太后的‘义子’，
当时还允许以后可以到皇宫去探望。”张廷秀说。

从村里出来，记者跟随张廷秀走上了京西古道上
最为险峻的一段道路——石佛岭古道。因前段时间
雨势频繁，一段古道护墙倒塌了，为确保人员安全，村
里暂时封闭了古道。少了游人，野草就疯狂地蔓延开
来，已经渐渐遮盖了古道。“没想到这些草长得这么
快，回去得跟村委会说一声，早点清理。”一边走着，张
廷秀嘴里一边轻声念叨，“我们小时候几乎天天上来
玩儿，这条道上处处都有蹄窝，这些都是不可复制的
珍贵历史印迹，从小家里大人就告诉我们不能破坏这
些蹄窝，保护古道的意识，可以说一直伴随着我们的
成长。”

石佛岭古道悬于崖壁之上，3米间宽的道路一侧
是高耸的山体，另一侧就是几十米高的山崖，站在护
墙边，抬眼远望，视线可蔓延到几公里外，山川美景尽
收眼底，让人陶醉其中。古道最西端的山体上，就是
最著名的摩崖石刻，“这段古道修建的时候，发起人是
一名僧人，石刻也是他制作的，上边记载了出工、出力
的人名和修建过程，这个摩崖石刻的‘摩’，可能也跟
佛教有关。”张廷秀介绍。

摩崖石刻上的碑文清晰可辨，一个个人名、一段
段事记，与石碑和古道紧紧融合，为这座大山蒙上了
历史的纱衣。站在古道上，张廷秀望着东边的东石古
岩村说：“我们村的文化与这条古道可谓是相辅相成，
谁也离不开谁，最近听说区里正在建设‘一线四矿’，
镇里也要好好开发古道资源，我们希望借着这股‘东
风’，让这座传统村落有更多的机遇和未来。”

本报讯（记者 高佳帅 张欣皓
谢琪锦 杨铮 姚宝良）9 月 1 日，全区
中小学生迎来新学年。区人大常委
会主任张维刚、区政协主席刘贵明
等区领导分别出席部分学校的开学
典礼，向学校师生寄予新学年的美
好祝福。

张维刚出席大峪中学开学典礼
时，详细听取了该校绿水青山新课程
的介绍。该校开学典礼以“山河在我
心 做绿水青山新居民”为主题，分“混
沌初开、山河共生”“耕读传家、人情风
土”“丹心向党、筑梦未来”三个篇章，
全校 2300 名师生通过扮演迁徙者、劳
动者、建设者，演绎了门头沟区发展建
设历程，将热爱家乡的理念根植于师

生心中，引导学生增强文化自信和家
乡自豪感。

刘贵明出席北京八中京西附小新
学期开学典礼。该校以“京西博雅好
少年 绿水青山新居民”为主题，通过
科学实验、生态校园、物种调查三幕
舞台剧，介绍学校教育特色，并通过
诗朗诵、乐器演奏、武术表演等形式，展
示师生风采。随后，刘贵明一行参观了
校内星际航行、书画长廊、生态校园等
特色展区，到生命科学博物馆、比特实
验室了解各项兴趣课程开展情况。

京师实验中学以“少年梦 家乡情”
为主题，举办开学典礼。典礼共分为
两个篇章，在第一篇章中，学生们手拿
我区各镇街的地图，向大家介绍各自

所在镇街及村居的特色，最后将手中
的镇街地图拼成完整的门头沟地图，表
达自己对家乡的热爱。在第二篇章中，
师生们带来了精彩的诗歌朗诵，赞美我
区生态环境，表达对未来教学工作和学
习生活的向往与憧憬。在雄壮国歌声
中，伴随着高高升起的国旗，学生们正
式开启了新的学年。

三家店小学以“温文尔雅好少年
绿水青山新居民”为主题，举行新学年
开学典礼。学校老师为入学新生“点
朱砂”，传承“行传统入泮礼 开蒙启智
立德”思想，激励孩子们要拼搏进取、
好好学习。同时，学校围绕绿色生活、
绿色教育、绿色发展等多个主题，通过
视频展示、现场表彰、家长寄语的方

式，祝愿全体学生在新的学年取得更
优异的成绩。最后，学生们用舞蹈《我
们是绿色追梦人》，表达了对新学年的
期待。

北京景山学校京西实验学校以
“景山起航，点亮未来”为主题举办开
学典礼，迎来建校首批一年级新生。
典礼中，师生们表演的情景剧《景山欢
迎你》，向家长们呈现了不同学科课堂
的精彩片段。一年级学生代表用稚嫩
而响亮的童声进行宣誓。最后，老师
和一年级新生共同放飞梦想纸飞机，
憧憬未来。

区领导庆兆珅、张翠萍、李森林、
韩兴无、王培兰、朱峰、陈军胜、朱凯、
苗建军分别出席各校开学典礼。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近日，区市场
监管局走进我区首批“双承诺”试点单位
之一的中关村京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开展相关执法业务培训、惠企政策宣传，
让企业更加深入了解相关政策，提高自
我管理能力。

执法人员利用PPT向企业工作人员
详细介绍最新优化营商环境5.0版各项
内容，并结合我区出台的惠企政策，对登
记管辖、提交材料准备、资料网上填报等
内容进行细致指导，并现场答疑解惑。

“我们企业现在想进行业务扩充，请

问需要带什么材料去所里办理？”一家小
微企业负责人向执法人员咨询。“像您这
种企业办理变更项目的，现在不用来所
里了，只需在网上‘一窗通’即可申请办
理，具体的操作步骤，我们也制作了一个
小指南，您按照上边的步骤操作就可以
了。”执法人员解释道。

在走访宣传过程中，执法人员还将
执法监管中的具体内容、标准等要求，详
细告知企业负责人，提高企业自我管理
能力。

中关村京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总经
理周瑞说：“作为服务创新创业的平台型
企业，我们也会把承诺的清单传递到入
园的各企业，要求他们做到诚实守信、专
人管理、不降低标准，同时及时反馈相关
的信息，和我们一起承诺。”

据了解，“双承诺”工作是指通过在

试点范围内采取“六个一”措施，不断优
化政府执法监管服务，建立监管部门
承诺“五不超”、试点企业承诺“五做
到”的场景化模式。其中，“六个一”是
指执法监管部门开展一次执法业务培
训、进行一次综合体检、制定一份涉及
执法清单、明确一个执法活动安排、签
订一份“双承诺清单”、畅通一个日常
服务渠道。

区市场监管局市场监管一科科长吕
杰说：“针对纳入试点范围的楼宇企业，
我局将联合区事中事后监管联席会相关
成员单位，认真开展‘六个一’模式的执
法监管和优化服务工作。同时，区事中
事后监管联席会议办公室将统筹各监管
部门的抽查、检查计划，以及12家行政执
法部门的274项抽查检查事项，建立事
项清单。对照检查计划，执法部门承诺

坚持按计划开展执法检查。对照事项清
单内容，企业承诺进行自管自查。”

今年，我区以营商环境建设年为抓
手，通过开展“5+1”专项行动，深入落实
全市营商环境5.0版各项改革措施，“双
承诺”融合试点工作作为其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将精准监管、便捷服务作为重
点，切实在“监管标准不降低，监管效果
最佳化”的前提下，最大程度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使其健康发展，助力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

区市场监管局局长张立新说：“我局
将积极发挥事中事后监管联席会办公室
作用，牵头各相关执法单位不断丰富完
善‘双承诺’试点工作模式和内容，并以
此项工作为基础，逐步探索现代化市场
监管服务模式，推动形成地区高质量发
展新态势！”

精准监管 便捷服务

“六个一”措施助推“双承诺”试点工作

一座村庄一本书 半山古道忆乡愁
——记中国传统村落东石古岩村

本报讯（记者 陈凯 李怡锦）8月31日下午，市
委宣传部副部长、首都文明办主任滕盛萍带队，来
我区督导检查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工作并召开座谈
会，听取我区全国文明城区创建总体情况汇报。区
委书记金晖，区委副书记、区长喻华锋参加座谈。

金晖表示，门头沟区将继续深入贯彻市委、市
政府的相关决策部署，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更加扎
实的举措、更加务实的行动进一步提升创建水平。
一是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创城工作，对标对表测评指
标要求，再梳理、再盘点，着力强化宣传动员，以精益
求精、万无一失的标准，将各项创建工作做到极致，力
争今年再创佳绩。二是瞄准明年冲刺夺冠的重大节
点，持续深化全域创建、全员创建和全面创建，建立
健全长效常态工作机制，依托综合整治和专项行
动，继续深化网格化管理，优化山区和老旧小区的
资源配置，集中力量解决美丽乡村和城市建设中的
痛点与难点，把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与共建美好家
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相结合，推动创城工作迈向更
高层次，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滕盛萍指出，在门头沟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
视和统筹协调之下，创城工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
效。各部门之间的协同推进凝聚起创城的强大合
力，通过出重拳、用实招，一步步稳扎稳打，不断夯
实创城工作基础，让城乡面貌得到显著提升。在接
下来的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工作中，门头沟区要在细
节上再发力，重点关注老旧小区、背街小巷、市场周
边等点位，强化环境秩序整治，集中攻坚、重点突
破，切实提升百姓居住环境。要继续强化各部门之
间的协调联动，落实落细各项创建指标，要统筹调
度、毫不松懈地抓好创城工作，发挥优势，补齐短
板，通过集中攻坚，把对文明建设的长远目标和对
幸福生活的美好追求转化为群众能够可观可感可
现实享受的文明红利，争取在今年的创城工作中再
创佳绩。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翠萍参加座谈。

本报讯（记者 高佳帅）8月31日上午，区委副书
记、区长喻华锋带队“四不两直”检查安全生产、创
城和疫情防控工作。

在永定镇欢乐大都汇，喻华锋仔细检查了沿街
商户防疫措施和创城指标落实情况；在永定镇一在
施项目工地，详细了解施工进度，查看了安全生产
以及文明施工相关情况；在区环卫中心和公交集团
客八分公司第八车队，详细了解了安全生产和安全
运营工作落实情况，并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责令
相关单位立即整改。

喻华锋要求，各部门、各镇街、各单位要时刻绷
紧“安全弦”，牢牢守住“安全线”，压紧压实安全生
产责任，统筹发展与安全，保持高压态势，加大行业
监管力度，加强指导和检查，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制
度，加强临边防护、临时用电、消防设备等关键点位
的隐患排查整改，确保地区安全稳定。同时，要加
强疫情防控督导检查，明确各商户重点岗位、重点
环节疫情防控职责，将各项疫情防控措施落实落
细。要督促商户做好门前三包、环境维护等工作，
严格对照创城指标，补短板、堵漏洞，持续强化宣传
引导，营造人人参与创城的良好氛围，以优异成绩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区领导“四不两直”检查
安全生产、创城和疫情防控工作

首都文明办领导
来我区检查创城工作

探探 门头沟古村落门头沟古村落访访

做绿水青山新居民

我区中小学生开启新学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