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出去学经验
近日， 北京建工新型建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了以 “走出去、

请进来” 为主题的党日活动， 党员骨干及入党积极分子共计20余人先
后参观了北京中铁房山桥梁有限公司、 三一筑工科技有限公司， 学习
了解了PC自动化生产线的工艺流程。 “这不但增进同行业间的友谊，
还增强党员骨干对新产品研发的热情， 为公司新产品生产与开发奠定
了基础。” 该公司党支部副书记贾进文说。 通讯员 金珮楹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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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诗

全国应急救护大赛落幕北京队夺冠

9月11日， 密云水库蓄水量
突破19亿立方米， 再创本世纪新
高。 昨天， 记者亲临密云水库，
近距离感受宝蓝色的水面在青山
之间荡漾。 据了解， 为保持水库
水质， 密云近期又出台了北京市
最为严格的河长制 ， 将北京市
“五无” 标准升级为 “十无” 标
准， 取缔白河上游的漂流项目 ，
确保入库水源的绝对安全。

密云境内所有河道配齐
河长

随着蓄水量的攀升， 密云水
库日渐饱满， 水体质量也常年保
持在国家地表水Ⅱ类标准以上。

为了保持水库水质， 近年来
密云区大力清洁库区环境， 实施
了退耕禁种、 畜禽禁养、 清退库
中岛、 围网及库滨带建设、 治污
治脏工程、 源头治理工程六大治
理工程 ； 组建了区委书记任政
委、 区长任总指挥的保水总队，
镇级组建7支保水大队， 村级组
建50支保水中队， 形成了1200人
的保水队伍……

而如今的 “河长制”， 无疑
是给密云保水工作又增加了新力
量。 据了解， 截至目前， 已经配
齐区、 镇、 村三级河长， 同时依
托区级河长、 镇级河长、 镇级河
长助理 、 村级河长 、 村级管水
员 ， 形成了 “2+2+11+38+64+
227+654” 的网格化体系 ， 即 ：
总河长2名、 副总河长2名， 区级
河长11名， 镇 （街） 河长38名，
镇级河长助理64名 ， 村级河长
227名， 管水员654名， 设立河长
制公示牌， 对全区63条河道实行
分级分段管理， 构建了较为完善
的网格化管理体系。

一大早， 密云区石城镇贾峪
村党支部书记郭玉春就沿着流经
该村的白河河畔溜达一圈， 身为
村级河长的他是白河流域四合堂
村大桥至贾峪村大桥之间5公里
流域的第一负责人， 负责流域范
围内的环境综合整治， 手下还带

领了一支17人的保水队伍。
“河流流域综合整治有人管，

环境自然就大变样。” 村级河长
郭玉春告诉记者， 途经石城镇的
白河位于水库上游 ， 全长25公
里， 203平方公里流域面积， 河
水直接汇入密云水库， 所以保水
工作的责任更加重大。

“经过一段时间的整治，如今
的白河河畔早已变了样， 往年河
边游玩嬉戏的游客不见了， 因游
客休闲所带来的生活垃圾不见
了，村民乱堆乱放的渣土不见了，
取得代之的是干净清澈的河水和
整洁平坦的河床。 ”郭玉春说。

“十无”标准让河流“来
路清白”

在密云区域内共有大小河流
63条， 条条河流配河长的 “河长
制”， 实施着最严格的管护标准，
他们设立了 “无垃圾渣土、 无集
中漂浮物、 无非法排污、 无新增
违法建设、 无水体黑臭、 形成无
缝隙无死角的网格化管理体系、
建立无遗漏的断面考核机制、 实
现河道管理范围无规模养殖场、
中小河道无盗采盗运现象、 无新
增地下水超采区” 的 “十无” 管
护目标。

记者随郭玉春来到一处可以
走近白河河滩的入口， 只见封闭

管理下的入口使用栅栏围住， 大
门紧锁。 “以前这片河滩上常有
游客前来烧烤、 戏水， 现在都明
令禁止了 。” 郭玉春告诉记者 ，
在他管辖的白河流域范围内共有
7个这样的入口， 如今都封闭了，
同时每天都有超过12个小时的专
人巡查， 前来游玩的游客都被劝
导禁止接近河边。

52岁的村民梁柳珊就是贾峪
村的一名巡查员 ， 而在几个月
前， 她还曾是白河水面上经营漂
流项目的民俗户。 “都说靠山吃
山， 靠水吃水， 我依靠着白河水
经营民俗旅游已经好多年了 。”
梁柳珊告诉记者， 今年7月， 各
级政府加大保水宣传力度， 下大
工夫整治白河流域环境， 坚决取
缔各类漂流项目， 不允许村民违
法经营漂流项目， 作为土生土长
的当地人， 她也义不容辞地参与
到保水工作当中来。

“虽然随着保水工作的深入，
老百姓民俗旅游的经济收入有所
减少， 但为了水库环境的长远发
展 ， 很多村民都做了很大的让
步。” 郭玉春说， 在贾峪村的巡
查队伍中有一半以上的巡查员都
曾经是民俗旅游的经营者。 而他
们每天早出晚归地坚持巡查， 就
是为了让汇入密云水库的每一条
河流都 “来路清白”。

近日， 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主办了以 “守护生命 志愿同行”
为主题的第四届全国红十字应急
救护大赛。 北京市红十字会代表
队获得了本次大赛冠军。

据悉， 本届大赛突出展示红
十字应急救护进社区工作成果，
共有来自全国各省、 自治区、 直
辖市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香
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红十字会的
34支代表队参赛， 在红十字运动
知识、 急救理论和急救操作、 主
题演讲等方面展开角逐， 最终北
京市 、 江苏省 、 吉林省 、 辽宁
省、 安徽省、 青海省6支队伍脱
颖而出， 进入决赛。

决赛现场， 首先展开了应急

救护理论知识竞赛必答和抢答环
节。 随后， 在救护演讲环节中，
6个代表队的6位队员进行演讲，
北京市代表队的参赛队员讲述了
14岁中学生抢救中毒昏迷工人的
故事， 赢得了阵阵掌声。 最后，
比赛进行了7分钟情景演练环节。
北京代表队以 90.48分的成绩 ，
夺得了冠军， 二等奖获得者分别
是辽宁省和青海省代表队， 安徽
省、 江苏省和吉林省代表队获得
三等奖。

中国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
际联合会将每年9月第二个周六
定为“世界急救日”，中国红十字
会每两年举办全国红十字应急救
护技能大赛，至今已举办四届。

最严“河长制”护航水源安全
密云水库蓄水量突破19亿立方米

近日， 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
学举行了 “风雨十年路 京疆两
地情” 内地新疆高中班十周年巡
礼汇演， 教师和学生通过舞蹈、
京剧、 小品等多种文艺形式， 展
现了十年来内高班学习生活的生
动情景， 其中新疆学生阿伊森巴
提的故事深深感动了台下来宾。

2006年9月 ， 和平街第一中
学迎来第一届来自天山南北9个
民族的80名内地新疆高中班学
生， 拉开了谱写民族团结教育新
篇章的序幕。 来到内地求学， 内
高班的学生年龄都很小， 为使他
们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 每一名
内高班的老师都是先做父母， 再
为师长， 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
去关心学生， 几乎没有完整的休
息日， 把所有双休日都献给这些
孩子们， 学生都亲切地叫老师爸
爸、 妈妈。 当天， 校领导为十年
辛勤耕耘的内高班教师以及服务

者颁奖予以表彰。
阿依森巴提是该校2015级内

高班预科学生， 入学后不幸被查
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远在新疆
的家人听说后很着急， 但没办法
及时赶过来。 危急时刻， 学校第
一时间为她安排好北京的医院住
院 ， 派出老师照顾她 ， 为她补
课， 住院期间所需费用也全部由
校方支付。 学校还把她的家人接
到北京， 让她在家人和老师的陪
伴下完成手术。 手术成功后， 学
校又购买机票， 送她回家休养。

阿依森巴提一家回到家乡
后 ， 把自己的故事讲给村民们
听， 感动了村里所有的人。 朴实
的村民说不出什么豪言壮语， 但
聊起此事， 都会说 “和平街一中
真好 ！ 北京人民真好 ！” 为此 ，
村长召集全村人， 一针一线缝制
了四套哈萨克族民族服饰赠给学
校， 表达新疆人民对学校的由衷

感激。
在巡礼汇演现场， 阿依森巴

提的故事被改编成小品上演， 病
好回校读书的她随后上台致意，
说以后要当人民教师， 报答学校
和所有伸出援手的好心人。 在京
求学远离家乡， 她很思念亲人，
这时学校安排了一个大惊喜： 她
的父亲被学校悄悄地接到现场，
一步步走上台与大家见面。

完全没想到的阿依森巴提愣
住了， 扑进父亲的怀里， 两人激
动得抱头大哭 ， 一时说不出话
来。 平复好情绪后， 她父亲才流
着眼泪连声向学校道谢： “孩子
患病以来， 学校、 老师和同学对
她的关心照顾无微不 至 ， 能 在
这 里 学 习 生 活 很 幸 福 ， 我 们
能 做 的 除 了 感 恩 还 是 感 恩 。
我 的 孩 子 一 定 会 努 力 学 习 ，
用实际行动回报学校 、 回报社
会、 回报国家。”

“在这里学习生活很幸福”
□本报记者 任洁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李黄英

北京建筑大学有了现代化体育馆

桥梓镇4万亩枣林迎客

近日， 北京住总集团工程总
承包部承建的北京建筑大学体育
馆喜迎新生入学。当天，北京建筑
大学校长张爱林在给新生们上开
学第一课时说：“北京建筑大学体
育馆是国内大学一流的体育馆，
带游泳馆， 是北建大师生的文体
中心，是送给师生的开学厚礼。”

据了解， 为有序疏解北京非
首都功能， 北京建筑大学把本科
生教育主体稳步转向大兴校区。

而北京住总集团工程总承包部承
建的新校区体育馆是该校建校史
中第一座现代化体育馆。 北京建
筑大学校方领导表示， 为打造建
筑精品， 经公开招标多个环节，
最终选择了住总集团工程总承包
部。 体育馆工程充分体现了人性
化 、 现代化的绿色环保建筑理
念。 在设计上， 工程外装修为玻
璃、 铝板复合幕墙， 曲面造型，
外观新颖别致、 极具动感。

近日， 明朝时的贡品、 曾一度濒临灭绝的尜尜枣在怀柔区桥梓镇
重获新生。 目前， 包括该镇4万亩有机大枣基地进入采摘期。 尜尜枣、
梨枣、 金丝枣、 冬枣等10余个名优品种也已陆续进入成熟期， 市民可
采摘到11月初。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丁志友 摄影报道

新疆学生父亲流泪致谢北京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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