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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大家一起跳起来，动
起来、舞起来吧！ ”随着指导老师
一声声富有节奏的口令， 朝阳区
邮政分公司机关40多名女员工，
一个个翩翩起舞，大家渐入佳境，
展现着邮政女员工的风采。

为丰富广大女员工的业余文
化生活， 朝阳区邮政工会以各部
门工会为单位， 组织开展系列活
动。 工会将机关广大女员工组织
起来， 特邀专业老师现场指导大
家共跳古典舞。 虽然刚开始学的
时候有些吃力， 很多动作都做不
好， 但老师教的认真， 员工们学
的用功， 在短短一小时内她们就
掌握了不少的动作要领， 也树立
了自信心。

“古典舞很好看， 我很喜欢。
以前我学过跳舞， 现在又学古典
舞， 在不断学习中， 我逐渐喜欢
上它们。” “我一直很喜欢跳舞，
它能让身体更加柔软 ， 增强体

质 ， 锻炼身体的平衡感和协调
性。 感谢工会为我们创造了学习
的机会。” 在学习之余大家相互

交流着跳舞心得。 活动结束后，
很多人还意犹未尽， 仍在继续练
习、 揣摩着舞步。

□本报记者 边磊 文/摄

邮政女职工“舞”动三月

紧邻地铁5号线 、 13号线 ，
地处朝阳、 昌平两区交界， 位于
朝阳区 “北大门” 的来广营乡奥
北小区南区环形路近几个月获得
“新生”， 这条全长2公里的背街
小巷经过规范停车 、 铺设柏油
路、 修建围墙、 道路交通规范化
建设等升级改造措施， 过去违停
占道、 路面破损、 环境脏乱等问
题得到彻底改变， 百姓生活环境
更加宜居。 同时， 在背街小巷周
边小区内还新增了一处6000平方
米的小微公园。

道路整洁干净， 交通秩序井
然， 道路两边围栏、 石柱上的设
计充满文化气息……这是记者来
到奥北小区南区环形路后对这里
的印象。 据居民们反映， 以前这
里可以用 “惨不忍睹” 来形容。
这条背街小巷地处朝阳、 昌平两
区交界处， 是居民通往地铁立水
桥站的必经路。 以前， 这里车流
人流密集， 造成车辆占道乱停、
道路严重拥堵、 环境脏乱、 道路
破损等一系列问题， 对周边居民
及过往行人造成不小的影响。

2017年年底， 朝阳区来广营
乡开展了奥北小区南区环形路环
境整治工作， 通过铺设柏油路近
6500平方米 、 铺设人行步道砖
4110余平方米、 粉刷道路两侧墙
体6800余平方米等措施， 解决了
一直困扰着居民的道路破损、 环
境脏乱等问题， 居民生活环境更
宜居优美， 也让这条背街小巷迎
来全方位的改变。

来到现场， 如果不说是背街
小巷， 给人感觉眼前的路更像是
管理规范的主干街道。 来广营乡
相关负责人介绍， 这条道路已经
按照公共道路的标准完善道路交
通标志的规范化建设。 环形道路
中间安装了隔离墩， 防止车辆随
意调头堵塞交通； 地面标有白色
箭头导流标识， 机动车按照标识
有序行驶； 易堵位置新划黄色禁
停网格线； 人行步道安装了挡车
墩， 为方便居民安全出行在转弯
地带还安装有减速带和广角镜。

“有了这样系统规范的交通标识，
违规乱停、 车辆剐蹭等问题几乎
都不见了， 我们出行更安心、 踏
实了。” 居民刘阿姨说。

同时， 为确保该地区的长效
管理， 来广营乡还建立了一个集
公安、 城管等多部门为一体的综
合管理站，加大巡查力度，并设置
了街巷长姓名及电话的公示牌，
随时接受居民的举报与监督。

为了防止乱贴小广告， 奥北
小区南区环形路边高架桥下的每
一根石柱都 “穿 ” 上了 “不沾
衣”。 这种被称作云纹防粘布的
特殊材料， 不仅能让小广告无法
被贴在石柱石墩表面， 还非常美
观， 搭配着石柱旁底座写有 “来
广营” 字样的一盆盆绿植， 形成
了一道独特靓丽的风景线。

不光路面规范整洁了， 还给
奥北小区的居民腾出了一个 “后
花园”。 沿着道路往前走， 一处
新建的小微花园里居民们正在散
步、 带孩子玩耍。 居民林先生告
诉记者， 这处总面积近6000平方
米的小微公园， 现在已经成为了
周边居民散步健身的好去处 。
“以前这片空地没有人管理， 总
有人在这里扔垃圾也得不到及时
清运， 环境脏乱。 谁能想到呢，
一转眼变成了这么好的地方。”

除了进行基本的土壤修复 、

绿植补种外， 这处小微公园还新
增设了塑胶步道。 尽管天气刚刚
转暖， 也还是有不少居民来到这
里， 或是带小朋友一起晒太阳，
或是在步道上健身锻炼， 生活环
境更加宜居舒适。

小区周边环境更美了， 居民
心里高兴的同时， 也更加愿意积
极参与到小区环境的保护队伍中
来。 小区自发成立了业主群， 有
任何困难 ， 业主都会在群里反
映， 大家相互帮忙解决。 百余位
居民志愿者和社区工作人员最近
就几次对小区边角地带环境卫生
进行集中大扫除， 希望小区的新
面貌一直保持下去。

“奥北小区南区环形路的整
治工作收到了成效， 今年还计划
全面完成辖区范围内17条背街小
巷的环境整治工作， 同时加强北
湖渠、 新生等村域的环境治理，
重点实施新北路加宽改造和环境
提升工程， 使更多街区实现旧貌
换新颜。” 朝阳区来广营乡相关
负责人介绍说。

□本报记者 孙艳 文/摄

道顺了 路平了 景美了

朝阳“北大门”2公里背街小巷获“新生”

3月9日， 京城安保集团工会在北京市总工会、 顺义区总工会、 高
丽营镇总工会的支持下， 邀请了北京市国奥心理医院心理专家卢波，
在职工心灵驿站开展了心理健康沙盘游戏， 保安们在游戏中提升了能
力， 培养了团体意识。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摄影报道

工会请来专家 保安体验沙盘

□本报记者 马超/文 通讯员 张沛 肖桂炳/摄

3月12日， 是第40个全国义
务植树节， 中建三局北京公司联
合雄安新区博奥学校联建雷锋班
50余名志愿者走进雄安新区容城
县参加 “千年秀林” 大型义务植
树活动， 为雄安的生态发展抹上
靓丽的底色。

本次活动由雄安新区管委会
主办， 雄安新区党工委副书记、
雄安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刘宝
玲， 中国三沙 “雷锋班” 创始人
郭建齐， 雷锋班第十七任副班长
李峰威出席本次活动。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
雄安新区的发展是千年大计， 这
是雄安新区设立以来的第一个植
树节， 我们也想为绿色雄安的发
展出一份力。 不仅是植树节， 以
后只要有相关活动我们都自发地
组织队伍过来。” 北京公司志愿
者张沛说。

挖坑 、 搬树苗 、 铲土 、 踩
实、 圈土， 中建三局志愿者兴致
高昂， 一会儿工夫， 几十棵树苗
就结实地立起来了。 “雄安的每
一棵树都有自己的 ‘身份证’。”
活 动 现 场 ， 技 术 人 员 向 志 愿
者 们 展示了将苗木的树种 、 位
置、 土球尺寸、 苗木胸径等信息
录入 “雄安森林大数据系统” 的
过程 。 “通过扫描树木 ‘身份
证’ 上的二维码信息， 我们记下
了自己栽植并认领的苗木信息，
未来我们会一直参与到它们的长
期义务维护管养中来。” 志愿者
肖桂炳说。

此前， 中建三局北京公司联
合雄安新区博奥学校成立了雄安
新区第一个雷锋班， 并为该校捐
赠了5000套冬衣， 此次义务植树
活动是北京公司助力雄安发展的
又一重要实践。

中建三局雄安新区义务植树

3月9日， 北京城建集团公司工会召开二届六次委员 (扩大) 会议。
会上， 集团工会对荣获2017年度北京市 “安康杯” 竞赛优胜单位、 优
秀组织单位、 优胜班组、 优秀组织个人进行了表彰， 鼓励各单位继续
发扬城建的铁军精神， 做好安全工作。 本报记者 杨琳琳 摄影报道

“安康杯”获奖单位及个人受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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