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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总辖区面积达到16410平方
公里 ， 但市区面积不到9%。 换句话
说， 在咱大北京的版图上， 占九成以
上的还是星罗棋布的乡村。

近年来， 北京的乡村面貌发生了
巨大变化 。 根据北京市研究制定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到2018年底，
全面开展农村环境整治工作， 完成63
个试点村的规划编制； 到2019年， 再
完成1000个左右美丽乡村建设任务 ，
到2020年， 基本完成所有村庄美丽乡
村建设任务。 到时候， 一个富裕美丽
充满文化气息的新农村图景将呈现在
京郊大地。

为了捕捉北京乡村的新变化， 本
报记者兵分多路， 深入京郊边远乡村，
为读者带来了热气腾腾的新时代乡村
振兴最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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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摄

村里养老有了
“晚年驿站”模式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文/摄

村民50年接力
守护文化遗址

送走了日间照料的老人， 密云辛安庄村幸福
晚年驿站的工作人员赵大姐开始逐一询问长期照
料的老人， 今年身体是否存在不适？ 周末想不想
回家与家人团聚？ ……几句寒暄， 房间里便传出
了老人们的笑声， 打破了冬日小院的安详。

１月１１日， 记者来到密云区穆家峪镇辛安庄村
内一家名为 “幸福晚年驿站” 的养老机构， 在这
里， 发现一种别样的养老方式。 老人们不仅可以
享受集中养老服务， 还可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
享受日间照料、 呼叫服务、 助餐服务、 健康指导、
文化娱乐、 精神关怀、 扩展服务等七大项个性化
服务。 村民在家也可以享受到所需的养老服务。

辛安庄村幸福晚年驿站站长赵洪武告诉记者，
这家 “幸福晚年驿站” 占地950平方米， 是自家闲
置的民宅改扩建而成， 现有房屋21间， 设置床位
26张。 自2017年1月份正式开门接待老人以来， 现
共有9名老人长期在这里享受养老服务， 另外还有
10到15名辛安庄村住家老人， 享受助洁、 代缴代
购、 送餐等其他服务。

83岁的老人邓德双就是辛安庄村人， 子女工
作都非常忙， 他是第一个住进幸福晚年驿站接受
长期照料的老人， “住在这挺好的， 洗衣做饭都
有人管， 给子女减少负担了。” 邓德双老人告诉记
者， 他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每天喝喝茶， 晒
晒太阳， 日子过得十分悠闲。

而身体还算健康， 手脚运动无碍的李大爷则
是选择住在家中， 购买 “幸福晚年驿站” 提供的
送餐和助洁的服务， “我住在自己家里习惯了 ，

不愿意集中养老， 幸好有养老服务上门。 只要打
个电话， 他们就来了。” 李大爷说， 上门送服务的
方式， 让老人养老不出家门， 很方便。

为了做好老人所需的各类养老服务， 赵洪武
不断到类似机构学习取经。 他研究老年人的健康
饮食， 关注老年人心理状态， 不管工作有多忙 ，
一周至少三天待在驿站里。 说起自己在老人中极
受欢迎， 赵洪武笑着表示， “谁没有老的时候 ，
助力养老事业是积德行善的好事。”

在密云区， 像这样的农村幸福晚年驿站现已
增至55家， 覆盖17个镇街、 54个社区 （村）、 1.5
万老年人。 密云区民政局还结合农村实际， 重点
围绕幸福晚年驿站从建设到服务的全过程， 定规
范、 建标准、 找设施、 试模式， 为农村老人提供
便捷可及的居家养老服务。

同时 ， 他们还注重驿站建设规范化 ， 制定
《幸福晚年驿站建设规范》，建立《幸福晚年驿站设
施设备配置标准》 《幸福晚年驿站运营标准》， 形
成了统一驿站标识、 统一服务热线、 统一服务项
目、 统一服务标准、 统一服务频道的整套标准化
服务体系， 服务内容精细化。 据悉， 计划到2020
年底， 密云区将建设农村幸福晚年驿站100家。

密云区穆家峪镇辛安庄村

冬天的门头沟， 群山上的树林绿意尽失， 犹
如画家笔下萧瑟的水墨画。 高处不胜寒， 山风呼
啸， 偶落雪花， 却总有一些四处瞭望的村民， 在
山间的一处遗址周围， 在人们容易遗忘的角落，
坚定地守护着一万年前的 “声音”， 等待着更多的
人来聆听。

东胡林人遗址， 位于门头沟区斋堂镇东胡林
村， 是距今约一万年多的人类文明遗址， 于1966
年首次被北京大学郝守刚教授等发现。 随后， 历
经数次发现与挖掘， 至少七位 “东胡林人” 与现
代人 “见面”， 东胡林人遗址也在越来越多的关注
下， 被批准成为北京市第二批文物埋藏区。

保护重点文物， 政策必不可少， 但最重要的
还是靠当地村民50多年来的接力保护。 2016年12
月， 从北京市地勘局委派至此挂职的 “第一书记”
杨艳， 有幸发现了第七位 “东胡林人” 遗骸， 经
北京大学及市、 区文物、 地质专家初步辨识后，
由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新发现的东胡林人遗骸进
行了抢救性挖掘和研究。 从最初被发现至今， 历
经50多年， 遗址埋藏区始终得到了当地村民很好
的保护， 这一点令所有人感到欣慰。

距离北京城区百余公里， 扎根在大山深处的
东胡林村村民对传统文化守护有一种发自内心的
自觉， 500多村民里， 有63人佩戴党徽。 在保护遗
址的过程中， 靠着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在全体
村民订立的 “村规民约” 中， 保护遗址是为重中
之重。 已经退休的67岁老支书刘西丰说： “村里
每天都会有人去遗址及周边巡视， 禁止有人去遗
址周边取土、 种植作物， 还得防止土壤崩塌。” 村

支部书记刘丰英介绍道， 去年夏季， 雨量很大，
为了防止遗址所在黄土台地坍塌 ， 毁坏残存的
“东胡林人” 遗骸， 村民们几天之内搬运大量沙
袋， 在遗址前堆成了一道两人多高的 “保护墙” 。
“这些遗迹，对于村民来说， 可能只是几具残骸，
一处墓地； 可对于国家来说， 这是一笔能够填充
考古学界人类发展史研究重要 ‘缺失环节’ 的宝
贵财富， 具备丰富的考古学、 人类学、 古生物学
等多学科研究价值。 村民们不懂这些， 但他们自
愿承担起文物保护者的责任， 几代人默默奉献，
只为让遗址及文化传承下来。” 杨艳说。

目前， 东胡林人遗址拟申报国家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 这批在大山深处沉睡了一万多年的
“东胡林人” 有望在不久的将来与大家见面， 东胡
林人遗址正在一代又一代村民的守护下， 成为北
京市重要的文化遗产和科普基地。

有了对文化的守护意识， 也从侧面提升了村
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品质。 为了让村子告别脏乱差，
村里自发建立了环保小分队， 公共卫生专人负责，
垃圾分类自发自觉， 村庄道路干净整洁， 环境管
理规范合理； 为了丰富村民的文化娱乐活动， 村
合唱队的合唱表演成为斋堂镇文艺演出的保留节
目， 村民用地道的斋语排练三句半和快板等特色
节目， 文化中心气氛活， 百姓脸上喜洋洋……

门头沟区斋堂镇东胡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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