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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思远

长在“漏斗”上的牛奶葡萄

□本报记者 闫长禄

□本报记者 任洁 文/摄

毕业典礼上家长让毕业生懂“感恩”

爱心送进福利院

在北京西南与河北省交界的
房山区长沟镇西甘池村， 61岁的
村民赵平回想起去年11月的一
天， 依旧心绪难平。 2016年11月
9日， 是已经签署拆迁协议的村
民搬家的日子， 部分村民按照习
俗高兴地放了鞭炮， 可炮一响，
他的眼泪却哗地流下来， 他在心
里说： “这个我连空气都熟悉的
西甘池没了！”

在房山区长沟镇建设 “北京
基金小镇 ” ， 已被列入北京市
“十三五” 规划， 这是京津冀协
同发展的龙头动作之一。 2016年
10月， 经住建部、 国家发改委、
财 政 部 共 同 认 定 ， 长 沟 镇 入
选 首 批中国特色小镇 ， 是其中
唯一以基金为主导产业的中国特
色小镇。

随着 “北京基金小镇” 项目
用地的不断扩大， 西甘池村也面
临着搬迁。 故土难舍， 西甘池村
两委的党员干部与赵平 “情同此
心”。 但那天只是一瞬间， 赵平
的心就平复下来。 西甘池村党支
部有着29年党龄的党员李月成
帮他算了一笔账 ： “以前做点
儿生意， 每年有几万元存款。 改
造拆迁后的经济补偿， 让家里不
只一下子脱贫， 回迁后让儿子也
有了婚房。” 让赵平更踏实的是，
“转居安置 ” 后他们成了市民 ，
养老金和大病统筹政策直接落实

到人， 他和老伴俩人每月还有了
几千元的养老金。

“其实 ， 西甘池不会没了 ，
只能更美。” 在村民临时租住的
楼房里， 李月成告诉记者， 新村
建设的选址是黄金位置， 到时村
民推开窗户， 眼前就是伴随村民
生活千年的湖水 。

李月成还让很多村民看过
自己 “两学一做” 笔记本里一段
描红加注的话： “坚持走新型城
镇化道路， 完善城市体系， 建设
一批特色小城镇， 形成相得益彰
的城乡空间形态。” 这是北京市
市委书记蔡奇在中共北京市第十
二次代表大会做报告时讲的一句
话。 李月成想让乡亲们知道蔡奇
书记的话在西甘池落地生根， 就
是 “基金小镇”。 此前长沟镇党
委和村两委两级班子领着村民反
复看过规划沙盘， 让大家找到新
家的位置。 赵平则把自己家的账
算给乡亲们听， 让大家信服镇、
村两级党组织的话。

长沟镇党委副书记闫伟群告
诉记者， “农村党员干部的七大
姑八大姨就是村民， 拆迁工作靠
‘家里人’ 讲政策， 更可信。” 他
说， 这是房山区委、 区政府确定
在拆迁一线开展 “连心领学、 连
心宣讲、 连心解难、 连心同做”
活动的主因之一。

针对部分群众对政策了解不

全、 理解不透、 补偿期望值过高
等思想难点问题， 长沟镇党委以
“两学一做 ” 学习教育为抓手 ，
启动 “聚力连心 ” 动员机制 ，
提出了把党组织建立在项目上，
打造联合党小组， 设立东甘池、
西甘池、 北甘池3个村联合党小
组， 组织全镇 18 个村的党员精
干力量 ， 加上村民代表 组 成 的
政策咨询信访接待组 、 宅基地
确权组等 16 个工作室 （组） 24
小时 “走亲访友”， 到拆迁村一
线解难题。 摸底调查时， 他们吃
闭门羹， 听难听话， 包括李月成
在内的很多人曾被亲人 “一夜陌
路”， 多人曾经累病累倒……

但党员干部们没有放弃， 经
过入户动员、 摸底调查、 结果评
估、 村民签字等阶段， 西甘池村
600多户村民的拆迁工作顺利推
进。 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 房山
区长沟镇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失地
危机， “转居安置” 工作成效显
著———现在， 包括西甘池在内的
三个拆迁重点村签约率已经达到
了93%以上。

7月6日， 在张家口市宣化区
的宣化城市传统葡萄园， 记者探
访了著名的牛奶葡萄的独特种植
技艺。

走进一家农户的葡萄园，一
串串碧绿的牛奶葡萄晶莹剔透，
摸起来饱满有弹性。 所有的葡萄
藤， 全部围绕在一种内方外圆的
漏斗形葡萄架上。 宣化葡萄研究
所所长张武介绍，这是当地人民
结合土壤气候条件探索出的适
合葡萄生长的独特技艺， 同时也
体现了“天圆地方”的理念。

张武表示， 将葡萄架围成漏
斗形， 是为了保证光、 水、 肥源
的集中， 同时也可以充分利用天

然的空气进行保温 、 保湿 。 同
时， 当地人民采用世界上独一无
二的 “埋土防寒法”， 根据 “漏
斗” 架型大小， 在支架周围挖设
3到4个壕沟 ， 将葡萄藤埋进去
后 ， 盖上玉米秸秆 ， 保温 、 保
湿、 透气性好。

“这里的土壤属于黏性、 中
性， 比较温和， 适合葡萄生长，
牛奶葡萄亩产能达4000-6000斤。
我们不追求产量 ， 追求质量 。”
如今， 葡萄园种植从城里向城外
发展， 实行承包到户。

据张武介绍， 宣化葡萄种植
已经有1800余年历史， 是目前全
球唯一生长在城市里的葡萄， 也

是 城 市 文 化 与 农 耕 文 化 相 结
合 的 典范 。 宣化城市传统葡萄
园 已 获 评 “ 全 球 重 要 农 业 文
化遗产”， 成为河北省第一家入
选项目， 也是全球第一个以 “城
市农业文化遗产” 命名的传统农
业园。

近日，达智桥胡同8号院临街
门梁上的一窝“燕子宝宝”成了胡
同的一道新风景。小燕子初长成，
沿窝站成一排，“爸爸妈妈” 不时
飞去飞回，辛勤哺育。据这里的居
民介绍，胡同原来的环境脏乱差，
去年４月开始治违。 今年3月就发
现燕子选择在修葺一新的院门上
筑了巢，“随着城市改造加快，腾
出一些地方建设绿地和公园，觅
食环境好了， 相信会有越来越多
的鸟类到我们身边筑巢、繁衍。 ”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7月10日清晨， 来自大凉山
“民生银行红丝带爱心学校” 的
21名品学兼优的学子和两位老师
抵达北京， 将参加由精诚教育集
团举办的 “大凉山-北京” 公益
夏令营， 在北京志愿家庭的陪伴
下畅游京城， 度过特别的一周。

这些孩子家境贫困， 一度面
临失学， 幸得爱心人士的捐助才
能走进校园接受教育。 2016年，
精诚教育集团在凉山彝族妇女儿
童发展中心协助下， 设立 “情暖
童心 助力成长” 精诚奖学金。

此次公益行动是为了让大山
深处的孩子开阔视野， 看看外面

的世界。 夏令营期间， 孩子们将
观看天安门升旗仪式， 游览故宫
博物院， 攀登八达岭长城， 参观
中国航空博物馆、 中国科技馆、
国家大剧院 、 水立方 、 鸟巢等
地 ， 并与奥运名人座谈 ， 感受
“更高 更快 更强” 的奥运精神。

精诚教育集团提前召开了
“蓝蚂蚁志愿伙伴” 志愿家庭沟
通会， 就夏令营的具体行程及相
关事宜， 与报名志愿服务的家长
和孩子沟通交流。 在未来的一周
里， 大凉山的孩子将与北京志愿
家庭的孩子 “一对一 ” 结对 ，
游学京城。

7月7日， 北京联合大学智慧
城市学院举行毕业典礼， 506名
2017届毕业生参加了大学生涯最
后的重要时刻。 该学院今年首次
邀请家长代表上台致辞， 来自山
东的毕业生张静怡的妈妈胡琛发
言提醒毕业生要心怀感恩。

北京联合大学智慧城市学院
于上月成立， 前身为信息学院，
主要培养城市智能化服务的信息
技术高端人才， 是教育部和北京
市教委批准的国家和北京市 “服
务外包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
区” 的核心学院。 在今年的506
名毕业生中， 截至目前的就业率
已达到 84.79% ， 工商银行 、 中
软、 大唐等一批知名用人单位招
到满意的毕业生， 另有不少学生
选择继续深造或出国留学。

胡琛告诉记者， 从小喜欢计
算机的女儿当年把北联大信息学
院报为第一志愿， 如愿从山东考
入。四年以来，女儿多次获得奖学
金及各种荣誉称号， 如今将前往

匹兹堡大学攻读硕士。 这次接到
学院的邀请， 她特地花了两天准
备发言稿，并提前赶到北京。

在毕业典礼上， 胡琛作为家
长代表发言： “是北京联合大学
为她创造了浓厚的学习环境和优
秀的教学平台， 使她由一个懵懂
少年成长为有理想、 有专长的青
年。 她成熟了很多， 不仅是在学
业上， 也体现在为人处事方面。”
她连用四个 “感谢” 向学校和学
院致谢， 并希望毕业生始终心怀
感恩， 不忘学校的培育之情。 她
还两次鞠躬表达感谢， 学院则向
她送上鲜花。

“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 你
们按时吃饭， 不要熬夜……你爱
或不爱， 母校就在这里， 不离不
弃。” 院长刘在云传达了学院对
毕业生的深深祝福， 赢得毕业生
的热烈掌声。 最后， 北京联合大
学副校长鲍泓和学院领导、 部分
教授为身着学士服依次上台的毕
业生拨穗。

近日， 渤海银行北京分行工会委员带领部分员工来到昌平流村福
利院， 为生活在大山脚下的残障儿童献上一份爱心。 考虑到夏季山里
蚊子多， 工会特意为孩子们送去了防蚊手环， 并为他们戴在手上。 同
时还为孩子们送去了玩具、 画笔和各种日常用药和生活用品。

本报记者 闵丹 摄影报道

“两学一做”

树新风

胡同环境焕然一新
吸引燕子来筑巢

□本报记者 任洁

21名凉山儿童受邀来京过暑假“基金小镇”农民的故土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