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针对丰台区空巢独居老年人
基数较大、 生活照料及精神关怀
需求迫切的情况 ， 丰台区启动
“连心通 ” 工作 。 说到 “连心
通”， 右安门街道开阳里第三社
区的白桂蓉老人很激动： “‘连
心通’ 腕表解决了我的大问题！”

白桂蓉老人提到的腕表是
“连心通” 工作为老人提供服务
时使用到的一个设备 。 “连心
通” 腕表设置两个按键， 老人需
要帮助时， 按下相应的按键， 就
能联系到服务平台， 享受到党员
服务、 生活服务、 养老服务、 医
疗服务等。

9月13日，右安门街道“连心
通” 服务平台接到了一个紧急求
助。 求助者正是80岁的白桂蓉老
人。当天，老人外出途径北京南站
附近时被路人撞伤， 躺在地上无
法动弹。这时，她想起“连心通”腕
表，立刻按下按键寻求救助。

通过 “连心通” 服务平台，
白桂蓉老人的求助被反馈到相关
人员处。 很快， 街道的党员志愿
者和养老照料中心的助医护士赶
到现场， 把老人送往医院。 几个
月后 ， 老人即将出院时又犯了
愁。 原来， 老人的女儿常年居住
在国外， 平时家里无人照顾。 这
时 ， 老人再次按下了腕表上的
“服务键” 寻求助洁服务。

“连心通” 服务平台坐席员
接单后派发相关服务， 右安门养
老照料中心工作人员上门服务。
为了更好地康复， 如今老人已住
进右安门养老照料中心做康复训
练。

据悉，“连心通” 工作以丰台
全区空巢独居老年人需求调查结
果为基础，链接“一刻钟”生活服

务圈、 养老服务机构和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站）及相关养老服务信
息平台等各类资源， 统计21个街
乡（镇）“网格长”、基层党组织负
责人和党员志愿者信息， 探索多
名党员志愿者定向对多名空巢独
居老年人服务的“多对多”模式，
倡导“身边人服务身边人”的邻里
亲情服务模式，形成基层党组织、
党员志愿者与空巢独居老年人新
型的“家庭”关系。

以右安门街道举例， 8月28
日街道启动 “连心通 ” 系统测
试。 经过几个月的推行， 街道不
仅初步形成了 “基层党组织 （党
员志愿者） +养老机构+签约家
庭医生团队” 的服务支撑体系，
且进一步发挥了党组织和党员在

助老服务方面的先锋模范作用。
据了解， 街道 “连心通” 系统测
试三个月 ， 共接到党员服务 76
单 ， 养老服务83单 ， 社区服务
（上门维修） 3单， 家医上门2单。

据介绍，“连心通” 工作将覆
盖丰台区1.7万余名有需求意向
的空巢独居老年人，服务设备（智
能腕表）分三批发放，发放中老人
信息核对录入、 相关协议签订、
SIM卡开卡、 腕表使用培训同步
进行。首批智能腕表已于12月1日
开始发放， 发放工作预计持续到
明年第一季度。 “连心通”工作运
行后将有效满足全区空巢独居老
年人的各类服务需求， 未来还将
扩展服务其他的老年人， 增强服
务项目内容。

智能腕表分三批发放 可呼叫平台连通服务
□本报记者 盛丽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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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

□本报记者 唐诗 通讯员 王祝炫

“如意”形中国馆建筑方案发布
董卿担任北京世园会首位形象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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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时时代代 新新气气象象 新新作作为为

坐落于长城脚下，妫水河畔，
像一柄温润如玉的如意舒展于青
山绿水之间……昨晚 ，2019年中
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首位形象
大使暨中国馆建筑方案同时揭
晓。 董卿出任北京世园会首位形
象大使， 中国馆建筑方案正式面
向海内外发布。

活动上，中国花卉协会会长、
组委会副主任委员江泽慧宣布董
卿成为北京世园会首位形象大使
并为其颁发聘书。据了解，北京世
园会形象大使推选自今年4月启
动以来， 谁来担任首位形象大使

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健
康的社会公众形象、 广泛的社会
影响力、良好的精神风貌、积极的
人生态度、深厚的园艺情怀，董卿
十分契合北京世园会形象大使的
推选标准，经北京世园会组委会、
执委会领导批准，终于众望所归。

作为北京世园会最重要的标
志性建筑，中国馆备受世人瞩目。
中国馆建筑方案由中国工程院院
士、国家勘察设计大师、中国建筑
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崔愷领衔设
计，主打“锦绣园艺情，如意中国
梦”的设计理念，以诗意的中国语

言讲述美丽的园艺故事。
温润如意，寓意国泰民安。中

国馆坐落于长城脚下，妫水河畔，
像一柄温润如玉的如意舒展于青
山绿水之间。“我们把中国馆设计
成半环形， 它以圆满温润的轮廓
融入场地，环山抱水，是整个园区
景观脉络的延续。” 崔愷说。

效仿先人 “巢居”、“穴居”的
古老智慧，2019北京世园会将中
国馆打造成一座会“呼吸”、有“生
命”的绿色建筑。活动中，北京世
园会官方微信专栏 《草木卿缘》
正式开通。

近日， 北京职工婚姻家庭建
设协会举办了 “传承美好家风
共建幸福家庭” 家庭建设主题活
动， 儿童心理教育老师带着孩子
们一起朗诵古诗。 活动中增加了
即兴表演的环节， 唱歌、 跳舞、
讲笑话……每位渴望表演才艺的
孩子都被请上了舞台。 最后以家
庭为单位， 爸爸妈妈和孩子默契
配合， 手工制作完成一个相框。

本报记者 杨琳琳 摄影报道

为职工与孩子
打造爱的纪念

闲置空地变身小微绿地

居住在朝阳区三间房绿洲
家园社区周边的居民， 没有不
知道绿洲家园社区文化休闲广
场的。 这个人气颇高的小微绿
地约 5000平方米 ， 面积虽不
大， 但每处景致都经过精心设
计 ， 公园里栽种着银杏 、 油
松 、 月季等十多种观赏树木 、
花草 。 公园内安装健身器材 、
座椅、 文化展板等， 是周围居
民休闲、 健身的好地方。

朝阳区农委疏解科科长张
淼介绍， 在朝阳区农村地区还
有很多小微绿地 ， 地铁6号线
黄渠站南侧6000平方米的小微
绿地是通过拆除一处违建提升
而来的； 金盏文化休闲广场的
前 身 是 2万 平 方 米 的 “垃 圾
坑 ”； 位于东风北桥地铁站西
北角的 “枫竹园” 则是通过对
街巷角落环境整治， 见缝插绿
得来的……绝大多数都是通过
疏解整治提升而来。

“为百姓身边增绿， 服务
百姓绿色休闲一公里， 我们结
合农村地区实际 ， 因地制宜 ，
按照口袋公园的标准建设小微
绿地， 争取让百姓能够 ‘开门
见绿 ， 推窗见景 ’ 。 ” 张淼介
绍， 截至目前， 朝阳区农村地
区小微绿地一共有25处， 面积
达37万余平方米。

9个特色公园规划建设中

朝阳区的王四营乡还有一
处国家级3A旅游景区， 一座建
于明代距今500年历史的古塔、
50万平方米绿化、 2.5万平方米
的中心湖……这个以 “古塔 ”
命 名 的 公 园 深 受 百 姓 喜 爱 ，
2016年接待游人总量约96万余
人次。

记者了解到， 目前， 71万
平方米的马家湾湿地公园已水
草丰美； 将府公园一期到三期
120万平方米的景致已翠色欲
流、 四期21万平方米正在加快

推进建设中； 80万平方米的四
合公园正在加紧设计中……下
一步， 朝阳区农村地区将加快
推进何里栖地 、 官庄郊野公
园 、 朝来森林公园三期等9处
公园的规划与建设。

“公园建设将更加注重品
质提升和文化融入， 注重树木
花草等绿化层次和品质， 以及
凉亭、 健身器材、 绿道等功能
设施的合理配置， 希望更好地
提升百姓获得感。” 张淼说。

今年新增绿化154万平方米

据悉， 今年朝阳区农村地
区新增绿地面积154万平方米，
累计实现绿化 9300余万平方
米， “留白增绿” 见效明显。

在朝阳区东北部的孙河乡
和 东 南 部 的 黑 庄 户 乡 ， 还
将 建两处千万平方米超大绿地
公园 ， 即温榆河公园和黑庄
户农业公园。 未来， 包括这两
处公园在内 ， 朝阳区农村地
区将在孙河、 崔各庄、 来广营
等10个乡形成多个大面积连片
绿地。

张淼给记者展示了一组生
动的数据： 今后在朝阳区东北
部的孙河乡将会建成温榆河公
园， 是一个近1500万平方米的
超大 “生态绿肺 ”； 崔各庄乡
将在京承高速沿线高品质规划
建设 400万平方米生态绿带 ；
来广营地区加强朝来森林公
园、 勇士营公园、 清河营公园
之间绿地建设力度， 努力在北
至小清河、 南至五环路、 东倚
京承高速区域 ， 建设一条240
多万平方米生态长廊； 将台乡
将府公园四期全部完工后， 公
园面积将增至 141万平方米 ，
与相邻东风乡80万平方米的东
风郊野公园连片成大型绿地 ，
为两乡绿化建设提靓； 常营乡
启动五里桥公园二期及体育公
园建设 ， 未来在朝阳北路沿
线， 五大绿地公园连片成新的
公园环 ， 绿化面积将达250余
万平方米……

朝阳10个乡将连绿成片
建成25处小微绿地 9处公园正在规划和建设中

近日， 记者从石景山区了
解到， 今年十月份开始， 石景
山区启动清理建筑物天际线专
项行动， 经过一个半月的集中
整治， 目前， 全区1700多块违
规广告牌的拆除工作已全部完
成， 主要建筑物恢复原貌， 城
市天际线亮了出来。

位于石景山区政达路上的
北方国际大厦前， 一辆大型吊
车举起长长的机械手臂伸向楼
顶， 将安装在楼顶的 “北方国
际大厦” 标识逐一拆除。 该写
字楼所在的银河商务区地区楼
宇密集， 以前每座楼体覆盖着
巨大的广告牌， 不仅存在安全
隐患， 更影响城市环境。

如今， 随着楼体四周和楼

顶部的广告牌匾被统一拆除 ，
建筑物的本来面貌呈现在市民
眼前， 一眼望去整洁有序。

石景山区城管委工作人员
介绍， 本次清理工作包括全区
范围内建筑物屋顶、 墙体的违
规户外广告 、 牌匾标识 。 目
前， 全区已完成了辖区1000余
家单位、 1700多块广告、 牌匾
的清理工作。

下一步， 石景山区将充分
发挥城市管理街巷长及 “老街
坊” 的社会监督作用及巡查机
制， 依托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
心融合平台 ， 通过微信公众
号、 公开举报电话等方式， 提
高社会参与程度， 形成城市管
理人人参与的共治局面。

石景山完成全部违规广告牌清理

□本报记者 孙艳

未来， 朝阳区孙河、 崔各庄、 来广营、 金盏、 将台、 东
风、 常营、 黑庄户、 豆各庄、 十八里店10个乡将形成多个大
型连片绿地， 其中超千万平方米以上绿地公园两处。 昨天，
记者从朝阳区了解到， 截至目前， 朝阳区农村地区拆除各类
建筑958万平方米， 2017年新增绿化154万平方米， 累计实现
绿化9300余万平方米。

丰台1.7万老人乐享“连心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