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首家医院图书馆年底试运营
□本报记者 孙艳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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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编织节助力社区养老

山区孩子摄影作品巡展

10名残障人士体验陶艺

8座城市书屋落户朝阳

11月30日， 由东城区建国门
街道外交部街社区和北京苹果慈
善 基 金 会 共 同 举 办 的 “ 编 织
温暖 传递爱心” 第四届公益编
织节爱心拍卖会活动举行。 建国
门街道各社区、 北京苹果慈善基
金会、 多家社会组织、 建国门街
道辖区及其他社会爱心人士、 企
业应邀前来。

本届公益编织节开展名为
“温暖膝前 爱系阿里” 的系列主
题活动 ， 在参与群体 、 活动方
式、 受捐对象和影响力等多个方
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公益编织节 “温暖膝前” 主
题活动号召各界爱心人士编织
100对护膝， 捐献给建国门地区
100位高龄老人， 倡导全社会尊
老重孝 、 发扬传统美德 。 目前
100位由企业员工、 在校大学生、
社区编织志愿者等各界人士组成
的爱心编织队伍已如期完成100
对护膝 ， 他们将自己对老人关
爱、 对社会的感恩融进一针一线
之中。

公益编织节组建了公益编织
节“公益商户联盟”。 通过引入了
北京博信威科技有限公司———惠
刷通生活服务平台， 通过联盟商
户为消费者返点送通用爱心积
分，爱心积分一部分回馈消费者、
一部分捐献给公益编织节， 既为
联盟商户增加客流、提高收益，同
时也达到为公益编织节捐款的目
的。 各联盟商户也积极参与公益
编织节各类推广与义卖。目前，建
国门街道辖区及周边地区共29家
商户加入公益商户联盟。

公益编织节线上义卖正式上
线 。 公益编织节微小店正式开
业， 各公益联盟商户的门店、 各
社区服务站均有线上公益编织节
微小店的二维码， 上线产品均为
编织志愿者的爱心织品， 微小店
所得全部用于公益编织节主题活
动的捐赠。

第四届公益编织节自2016年
7月启动以来， 数十家爱心企业、
数百位爱心编织志愿者、 多位非
遗传承人、 各界爱心人士， 积极

参与到活动中来， 先后筹集到了
1725件爱心织品 ， 52件精美拍
品 ， 28家爱心企业向活动捐款
捐物。

活动现场， 公益商户联盟极
具号召力的齐心倡议、 青年志愿
者为老人带护膝的感人场景、 专
业模特队和可爱的儿童一起展示
的精美编织品、 99位巧娘共同编
织完成 “99爱心拼毯”、 热闹的
编织品义卖现场， 都展示了优秀
的编织成果和极具凝聚力的公益
文化。

活动现场还新授予2位非遗
专家和1位书法艺术家和2位爱心
企业代表担任公益编织节 “爱心
大使 ”。 拍卖进展也非常顺利 ，
52件拍品共计筹得善款98000元。
现场热心观众、 爱心企业共计捐
款125500元。 据介绍， 第四届公
益编织节多渠道筹集到的物资及
善款将部分用于北京苹果慈善基
金会在西藏阿里的 “每日维生
素” 工程， 一部分用于社区助老
慈善项目。

朝阳区2座24小时城市书屋
分别落户郎园vintage、 东亿文创
园， 读者可享受不打烊的免费借
阅服务。 除了在文创园区等地开
设城市书屋， 国内首家医院图书
馆也将于年底前开放。 日前， 记
者从朝阳区获悉， 2017年年底，
朝阳区城市书屋总数将达到8家，
成为温暖城市的文化灯塔。

良阅书坊落户郎园vintage，
为群众提供了一处温暖的心灵休
憩之所。 良阅书坊容纳藏书3000
册， 涉及文学、 艺术、 科普等不
同门类， 读者可享受不打烊的免
费借阅服务， 并与全市公共图书
馆联动进行通借通还。

此外， 良阅书坊将打通线上
读书社群， 通过 “云借阅” 下载
电子书刊资源； 与此同时， 书房
也注重线下活动建设， 定期举办
线下大师公开课、 书友会、 文化
沙龙交互式运营打造24小时城市
阅读空间。

东亿产业园也坐落着一座24
小时城市书屋———东亿产业馆。
这里容纳图书5000册， 以影视、
艺术、 社科经典为主， 会定期举
办影视沙龙、 创业讲座等文化活
动， 为在此园区工作、 影视爱好
者提供精神家园。

此外， 朝阳区图书馆与企业
之间也进行城市书屋的建设。 坐
落于CBD中央商务区的 “宸冰
书坊” 就是朝阳区图书馆与企业
合作的成果之一。

据了解， 宸冰书坊藏书5000
余册， 通过丰富的阅读文化为附
近白领、 居民提供特色阅读。 通
过 “线上线下结合” 的方式开展
阅读服务， 书坊线上活动单次参
与人数达40余万次。 此外， 书坊
开展 “中国读书声 ” 等线下活
动， 引导居民朗读经典、 体会语
言艺术的魅力。

除了在文创园区、 中央商务

区开设城市书屋， 国内首家设在
医院内的图书馆落户双井北京东
区儿童医院， 将成为北京市公共
图书馆 “一卡通” 服务联网馆，
并于年底正式开放。

由朝阳区图书馆购买的 《小
猪佩奇》 《闪电麦昆》 等2000册
经典儿童、 亲子读物陈列在医院
的阅览区。 据了解， 医院在一层
黄金位置开辟约20平方米的图书
借阅区， 二、 三、 四、 五层将分
别设立图书角， 在医院的任何地
方， 候诊的患儿和家长都可以随
时读书， 还可以刷卡把图书带回
家阅读。

记者了解到， 包括东区儿童
医院馆、 良阅书坊馆、 东亿产业
园馆、 宸冰书坊馆在内， 今年，
朝阳区在CBD中央商务区及各
艺术园区等区域共建设了8座城
市书屋。 此外， 经过疏解、 整治

后打造的三里屯馆、 安贞地下空
间转变的读聚时光馆和东区儿童
医院馆一样， 都将在今年年底前
开放。

据统计， 目前， 朝阳城市书
屋面积已超过4000平方米， 投入
图书近3万册， 书屋均配备数字
化阅读设备， 并介入北京市公共
图书馆一卡通服务系统， 实现免
费借阅， 通借通还。

“这8座城市书屋都是朝阳
区政府与社会力量、 文创园区合
作创办的。 区图书馆提供图书 、
电子阅览设备 ， 企业则提供场
地、 书架和运营人员。” 朝阳区
文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未来还将
增加城市书屋的数量， 进行科学
规划布局。 同时， 还将制定朝阳
城市书屋转入机制、 考核评估细
则， 将居民满意度、 阅读服务效
能等内容纳入考评体系。

12月3日是国际残疾人日 ，
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 中承诺 “不让任何人掉队”，
残障人士既是变革的受益者， 也
是变革的推动者。 12月1日， 救
助儿童会全纳教育 “‘筑梦’ 影
展启动会” 在北京举行， 影展展
出了偏远山区孩子们 （含残障儿
童） 的30余幅摄影作品。

“这么充满乡土韵味的作品
居然出自孩子之手， 太棒了， 希
望全世界友人都能看到。”

作为全球最大的儿童公益组
织之一， 救助儿童会自2009年起
在中国推动全纳 （融合） 教育，
关心残障儿童的福祉， 帮助残障
儿童进到主流学校和其他儿童一
起学习。 2017年， 救助儿童会对
全纳教育的倡导开展了一次创新
尝试， 特别邀请了 《纽约时报》
与Getty Images自由摄影师刘禹
扬多次到云南和四川对有特殊学
习需要的儿童进行肖像拍摄和录
影， 并为当地学校的儿童提供摄
影培训， 让6位儿童 （含残障儿
童） 拍摄他们的全纳生活。

项目结束时， 工作人员欣喜
地看到参与的每个孩子都收获了

成长， 而其中一个孩子的梦想就
是让更多人看到自己的摄影作
品。 救助儿童会因此启动 “让我
的照片绕地球一圈———救助儿童
会全纳教育 ‘筑梦’ 影展巡展”，
以此唤起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内
的策展人， 画廊、 咖啡馆或者公
共空间负责人等爱心人士， 提供
免费的场地或者对接资源来参与
这一筑梦行动， 让更多人了解全
纳 （融合） 教育， 尊重、 呵护和
理解残障孩子。 在北京巡展是圆
梦行动的第一站， 接下来将在国
内外多个城市展出。

2017年， 除了摄影项目外 ，
救助儿童会在云南和四川开发
《全纳教育ABC》 教师培训教程，
并努力洽谈与四川省教育科学研
究院的合作， 计划在20个县开展
教 研 员 及 特 教 资 源 中 心 教 师
TOT培训 ， 预计覆盖教师8500
名。 另外， 救助儿童会与云南省
特殊教育资源中心、 国家特教改
革试验区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局建
立为期三年的项目合作关系， 探
索建立以学校支持为主体、 社区
支持为基础、 政府支持为主导的
全纳教育模式。

救助儿童会启动全纳教育“筑梦”行动

11月29日，海淀区学院路街道残联组织10名残障人士来到“捏巴捏
巴”陶艺馆，通过接触拉坯、修坯、雕刻、上釉、绘画、入窑烧制等，体验
陶艺制作的乐趣。 学院路街道残联长期开设手工艺品制作、厨艺等日
常生活技艺的学习课程， 积极为残疾人朋友对接工作岗位。 “捏巴捏
巴”公司负责人董艳秋表示将帮助一些热爱艺术、喜欢动手创作的残
障人士，让他们有机会成为一名陶艺师，同时会把他们的作品进行展
示和售卖，成就他们的一技之长。 本报记者 白莹 摄影报道

“这场招聘会为我们提供了
很大的就业空间， 企业提供的岗
位很丰富， 我也找到适合自己的
工作。” 来自河北省的张先生说。
12月1日， 房山区举办就业帮扶
专场招聘会， 61家企业提供1318
个岗位。 1000余人参会， 达成初
步就业意向376人。

参加招聘会的企业中， 既有
长安汽车北京公司、 京西重工等
区内重点制造业企业， 同时也有
海聚博源、 基金小镇等科技型公
司。 在岗位设置上， 以司机、 保
洁员、 车间操作工等工作为主。
能否解决吃住是求职者最关注的
问题。 老家在山东的张博说， 原
来租的房子因为安全隐患已经关
停， 现在临时住在同乡家里， 看
到招聘会提供食宿， 他悬着的心

终于踏实了。 记者了解到， 此次
遴选企业时特别强调 “食宿 ”，
为劳动者提供正规食宿的岗位将
近五成。 房山区内几家重点职业
技能培训机构还现场提供职业技
能培训登记服务。

据介绍， 为配合 “疏解整治
促提升” 专项行动， 从本次招聘
会开始到明年2月中旬， 房山区
将集中开展以 “就业保民生、 帮
扶送温暖 ” 为主题的 “暖冬行
动”， 通过政策宣传引导、 鼓励
技能培训、 举办系列招聘会等措
施， 全面帮助有求职就业意愿的
城乡劳动力实现就业再就业。 房
山区人力社保局还将在城关、 周
口店等重点地区举办类似招聘
会， 促进城乡劳动力实现更大规
模、 更高质量的就业再就业。

专场招聘会让求职者过“暖冬”
□本报记者 闫长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