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磨豆制浆 、 点浆压榨 、 360
度全息影像前看腐乳制作……第
42个 “5·18国际博物馆日” 来临
之际， 昨天，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
小学柳明校区124名小学生走进
北京市腐乳科普馆。

“王致和组画真实地表现这
家300多年老字号的起伏跌宕，描
绘了他们用顽强拼搏的毅力做起
‘国家级非遗’的故事。”王致和画
作者、 北京京味画家杨信手指墙
上的画，率先讲起老字号的故事。
“原来王致和还有这么多故事。 ”
学生们听完十幅画的故事后，鼓
起小手喝彩。

360度的全息影像屏 ， 一分
钟全面展示王致和腐乳制作流
程： 制浆、 制坯、 前期发酵、 后
期发酵等工序 。 “那是什么 ？”

长着白绒毛的一块块豆坯吸引了
学生们的目光。 “这是腐乳白坯
前期发酵后所长出的菌丝。” 研
发品控中心部长翟永岭详细讲解
了腐乳的后期发酵过程。

听完讲解后， 孩子们俩人一
组， 仨人一伙， 开始做腐乳。 女
生负责放黄豆 ， 男生用手推石
磨； 他们一起向煮熟的豆浆中倒
入卤水， 很快形成豆腐脑。 再挤
出水分， 豆腐脑就变成了豆腐。

当天， 科普馆 “首都师范大
学附属小学课程实践基地 ” 挂
牌， 成为首师大附小柳明校区学
校校外实践基地。 首都师范大学
附属小学副校长、 柳明校区负责
人孟祥兰说， 将会把老字号非遗
文化的学习， 正式纳入到学生的
课程之中， 传承传统文化。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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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

腐乳科普馆里上非遗课
□本报记者 周美玉/文 周世杰/摄

□本报记者 杨琳琳/文 彭程/摄

□本报记者 唐诗

朝阳今年还将开建20家养老驿站

龙潭街道商会联合党委吹响“集结哨”

一餐厅超范围经营被整顿

通过养老服务驿站引进社区
卫生服务站、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运营养老服务驿站等方式， 将居
家养老服务送到老年人家门口。
昨天， 北京市首个社区养老驿站
内设的护理站———朝阳区潘家园
街道华威西里社区养老服务驿站
护理站正式启用。 今年年底前，
朝阳还将完成3家养老驿站护理
站建设。

按摩仪、 理疗仪、 除颤仪、
雾化器等各种按照标准配备的专
业设施、 科技设备一应俱全……
设立在华威西里社区养老服务驿
站内的护理站， 面积30平方米，
设有处置室、 治疗室， 可同时为
驿站内的老年人和驿站签约老年
人提供服务。

护理站可提供基础护理等，
可同时实现 “社区护理+居家护
理+医疗衔接 ” 三大服务功能 。
其中， “社区护理” 可为养老驿
站所覆盖的社区中有需求的老年
人群 ， 提供打针输液 、 静脉采
血、 拆线换药及慢病管理、 用药
指导、 预防保健、 心理咨询等基
础护理服务。 “居家护理” 在基
础护理的基础上提供上门服务，

增加一些专业性较强的专科护
理， 像鼻饲护理、 压疮护理、 吸
痰导尿、 管路护理等。 “医疗衔
接” 对内形成护理服务加康复、
中医、 心理、 营养等闭环服务体
系； 对外可承接大医院出院的老
年患者 ， 为其提供延续护理服
务， 同时提供就诊咨询， 绿色通
道、 院前急救等服务， 将有需要
的老年人及时、 安全输送到大医
院。

此外， 该护理站由2名常驻
护士和多名多点执业护士组成专
业工作人员团队。 同时， 还有中
医师、 健康管理师、 营养师、 康
复医师、 心理咨询师等打造而成
的综合服务团队， 解决片区老年
人群后顾之忧。

作为国家级医养结合试点
区， 今年朝阳区在全市首个尝试
把专业护理项目植入社区养老设
施开展服务， 华威西里社区养老
驿站护理站只是朝阳区居家养老
服务在医养融合方面的一个探
索， 是朝阳区首家养老机构内设
的护理站。

“这种 ‘养老驿站+护理站’
的模式， 既能为老人提供养老照

护， 又能提供护理服务， 是朝阳
区建立医养融合服务的新模式和
新举措。” 朝阳区民政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 “下一步， 我们将进
一步推进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模
式， 2018年年底前共完成3家社
区养老驿站开设护理站， 为周边
社区老人提供基础医疗、 专科护
理门诊、 居家护理、 转介家庭医
生或专科医生等服务。”

“我们依托养老驿站内社区
医疗机构， 为老年人提供居家护
理服务， 使一些患有常见病多发
病慢性病老年人少跑大医院， 对
于提升医养结合服务、 推进分级
诊疗和居家服务都有重大的意
义。” 朝阳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

截至目前， 朝阳区已运营的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数量达到123
个， 具备医养结合功能的驿站达
12家， 基本实现了有需求社区全
覆盖。 朝阳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2018年， 朝阳区将完善社
区养老服务设施， 推进社区养老
驿站建设列为重要实事项目， 今
年还将开工建设20家养老驿站，
其中12个年底前正式运营。

“‘集结哨’ 项目启动”， 5
月 15日 ， 随 着 东 城 区 龙 潭 街
道 商 会联合党委书记甄军一声
哨 响 ， 商 会 联 合 党 委 班 子 成
员 共 同点亮大屏幕 ， “城市美
化” “精准帮扶” “协商共治”
三块拼图合成心形， “集结哨”
项目呈现在商会联合党委党员们
的眼前。

甄军说， 全市提出了 “街乡
吹哨， 部门报到” 后， 商会联合
党委一直在思考优势何在， 能为
地区做什么。 为此， 联合商会党
委启动了 “集结哨” 项目， 动员
商会联合党委的党员们成为 “小
巷管家” 美化环境， 奉献爱心精
准帮扶， 建言献策协商共治， 助
力地区发展。

龙潭街道工委副书记薛洪峰

介绍， 下一步要充分发挥党建引
领作用， 加强非公领域党建， 建
立商会联合党委联系非公企业等
相关举措， 同时， 充分调动地区

非公企业参与地区建设的积极
性 、 主动性 ， 盘活地区各类资
源， 形成党政群共商共治机制，
破解地区发展难题。

2018山西品牌中华行首站在京启幕
昨天， 2018年山西品牌中华

行活动首站在北京启幕， 为期4
天。 期间还将举办山西铸造品牌
展览展示活动和2018北京·山西
省铸造行业发展论坛。

据了解， 山西品牌中华行已
连续成功举办五年， 通过宣传推
介、 展销洽谈等， 将山西产业优
势和优质品牌产品推向全国， 打
造 “山西制造” 金字招牌。

以中国国际铸造博览会为依
托， 山西铸造品牌展览展示活动
组织山西省40余家优质铸造及装
备企业参加， 全面展现山西铸造
产业先进水平。 此外，2018北京·
山西省铸造行业发展论坛将围绕
“新时代推动新工业经济的快速
发展”等进行主题演讲和讨论。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文/摄

在第28次全国助残日来临之
际，5月15日， 北京城建北方集团
联合属地牛栏山镇政府共同举办
“风雨同舟共念党恩情，心手相连
梦圆新时代”主题活动，北方集团
为牛栏山镇20多名残障儿童每人
发放2000元爱心助残基金。

近年来， 顺义区牛栏山镇党

委、政府重视残疾人事业发展，积
极落实各项救助政策。 北方集团
2008年入驻牛栏山， 与集团所在
地牛栏山镇范各庄村建立 “一助
一”帮扶关系，累计拨款102万元
帮助村里改善基础设施，连续4年
出资16万元帮助10名贫困家庭考
上大学的学生完成学业等。

爱心企业助残助学回报社会

为持续加大对外卖平台的规
范整治力度， 北京市食药监局遵
循 “线上线下” 一致原则， 同时
对线下店铺进行突击检查 。 昨
天， 丰台区大红门街道食药监所
对美团外卖的商铺实体店， 进行
现场突击检查。

食药监所执法人员来到位于
丰台区南三环中路的川渝美食赵
公口店， 根据美团外卖公示的餐
厅经营许可范围显示， 餐厅经营
范围中不包括凉菜类。 但在检查

餐厅的相关证件后， 执法人员发
现其菜单上存有6种冷食， 且该
餐厅并没有凉菜间。

“餐厅不能超出许可证上的
经营范围进行经营， 同时外卖平
台上也会公示商铺经营范围等信
息。 制售凉食必须要有凉菜间，
配备空调等设备， 这家餐厅并不
符合要求。” 丰台区大红门街道
食药监所常务副所长冯鑫介绍。
目前， 川渝美食赵公口店已被停
业整顿。

全市首个养老驿站护理站落户朝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