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 石景山区 图 书 馆
“快乐阅读直通车” 带着亲子故
事会 《开始吃啦》 来到广宁街
道东山社区图书室， 以讲故事、
做手工的形式， 在锻炼孩子动
手能力之余， 让他们亲身体会
到父母做饭的辛劳， 学会珍惜
食物， 感恩他人的付出。

“快乐阅读直通车”作为石
景山区图书馆的少儿经典活动
品牌，多年来秉承“文化普惠”的
理念，送文化进社区、进学校。今

年，以总分馆制为契机，加大阅
读服务的力度，服务下沉，将丰
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推送到街道
图书分馆和社区图书室。

英语绘本阅读、 我爱机器
人 、 亲子故事会……暑假里 ，
“快乐阅读直通车” 陆续来到了
八宝山街道、 广宁街道、 八角
街道。 同时， 区图书馆每逢周
末固定在馆内陆续举办近四十
场阅读活动， 惠及上千名读者
和亲子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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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彭程 文/摄

今年9月1日， 是密云水库开
建60周年纪念日。日前，记者从密
云区了解到，经过60年变迁，作为
水库移民村的密云区穆家峪镇新
农村和刘林池村首次启动棚户区
改造项目，目前，3000余户村民已
完成住宅入户清登工作， 预计两
年后， 村民们将回迁至集体土地
上建成的现代化安置楼房内。

60年前所建移民房已
无法居住

据了解， 密云区穆家峪镇新
农村、 刘林池村是1958年为修建
密云水库而形成的移民村， 村内
大部分房屋始建于上个世纪50年
代。 “这种房屋结构比较特殊，
二十几间房联排而建， 如果想翻
盖其中一间， 需要把整排房屋全
部拆掉。” 密云区穆家峪镇党委
书记王东带记者走访了几户村民
家， 他告诉记者， 也正因如此，
这些房屋年久失修， 再加上地势
低洼、 建筑密度大， 导致当地基
础设施落后， 治安、 防汛、 防火
形势十分严峻。

记者在现场看到， 很多低矮
的排子房已经低于现在路面超过
0.5米 ， 房屋破旧不堪 ， 木质窗
棂也已经严重腐烂。 新农村村民
张亚坤一家三代人就住在这样一
座院落里， “老房子地势低洼，
一遇大雨， 雨水便往屋里灌， 婆
婆腿脚不好 ， 出门都很困难 。”
张亚坤告诉记者， 正房的排子房
已因安全隐患不能居住， 一家五
口挤在院内的厢房居住， 对改善
住房条件她无比期待。

为彻底解决新刘地区基础设
施落后、 危房险户集中、 安全隐
患大的现状， 2013年就开始准备
对新刘地区启动棚户区改造项
目。 时至今日， 该项目已被列入
2018年密云区十大重点工程之
一， 并创造性地启动在集体土地
上建设回迁安置房的办法， 提出
了 “用宅基地换楼房” 的概念。

原址建现代化社区
亦不忘留住乡愁

据介绍， 目前新刘地区棚改
项目进展顺利。 8月14日， 入户

清登工作正式启动， 由拆迁、 评
估、 测绘、 管理、 住总绿都、 镇
政府和区住建委工作人员组成44
个工作组， 村两委班子成员包标
段 ， 对每户的院落面积进行测
量， 登记地上物情况， 详实调查
家庭住房和人口等相关信息。

截至目前， 宅基地入户清登
工作完成率基本达到100%， 地
上物清登工作也在有序进行中。
预计9月20日左右公示最终确定
宅基地认定结果、 拆迁补偿安置
方案和宅基地认定办法， 10月1
日即将启动项目预签约工作。

“未来， 村民将回迁至配套
设施齐全的现代化社区内， 极大
地改善住房条件 ， 提高生活品
质。” 穆家峪镇党委书记王东介
绍， 原址新建的回迁安置社区将
会按照商品房的标准进行建设，
楼房高低错落便于采光， 室内南
北通透， 有不同面积大小的户型
可供选择。 新建社区将配备一所
中学 、 两个小学以及三个幼儿
园， 消防站、 垃圾中转站、 公交
车站等设施一应俱全。 此外， 社
区内计划预留约17万平方米的集
体产业用地 ， 用于发展集体经
济， 让村民 “上楼” 后， 也可在
集体经济中拿 “分红”。

据悉， 为了留住乡愁， 该社
区内还将建设一个乡情博物馆。
“把每家每户的老物件放到博
物馆里， 给村民留个念想。” 王
东介绍， 乡情博物馆项目与社区
建设项目同步启动， 为保留历史
记忆， 他们还邀请密云区摄影家
协会的艺术家， 在 “纪念密云水
库开建60周年” 之际， 为两村村
民拍摄全家福、 老院子旧貌等，
留下一家人和老房子的珍贵记
忆， 用摄影作品反映新刘地区发
展变迁。

两年后3000余户村民将回迁至集体土地安置房
密云水库移民村启动棚改项目

近日， “蓝蚂蚁行动志愿服务队” 陪同 “致敬劳模” 小记者采
访团走进西城区人民法院， 上了法治第一课。 西城法院法警大队讲
解了安检相关事项， 介绍了防爆服、 手铐、 制服等。 小记者还在未
成年人案件审判法庭模拟庭审， 过了一把法官瘾。 在互动环节， 首
都劳动奖章获得者、 法官赵海和小记者们沟通交流， 并现场回答了
他们的提问。 本报记者 任洁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任洁

三校合办开学典礼上演《全家福》

近日，在“京张心连心”文艺
晚会现场， 活跃着一批特殊的演
员， 他们便是河北省张家口市张
北县两面井乡玉狗梁村的老年瑜
伽队。 老年瑜伽队便是扶贫书记
卢文震一手创建起来的。

2016年， 卢文震成为玉狗梁

村扶贫书记，驻村后发现，玉狗梁
村受自然环境和气候等原因制
约，农业生产水平低下。

他入户调查走访时发现，村
里每个人都是盘腿坐在炕上，一
坐就是一个甚至几个小时。 “我就
想着通过让村民练习瑜伽、 锻炼

身体、减少疾病发生率，鼓舞村民
士气，不再让村子‘死气沉沉’。 ”
于是， 卢文震自费买了100个劳
动手套和瑜伽垫 ， 免费发给村
民。 并在观察了村民的生产生活
后， 将村民平时的烧火做饭拉风
箱、 手拿扫帚扫院子、 妇女手洗
衣服、 蹲在墙根晒太阳等动作，
编入瑜伽操内， 亲自示范。 他每
日早晨 、 下午带领村民集体锻
炼， 练习者年龄以六七十岁老人
为主， 最大年龄80岁。

一段时间后， 参加该活动的
村民从开始的四五个人发展到现
在的五六十人， 甚至吸引了周围
村庄的村民 、 乡卫生院医护人
员、 乡中心小学老师、 乡政府工
作人员等 。 经过一段时间的练
习， 老人们身体好了， 减轻了在
外打工子女的后顾之忧， 沉寂的
玉狗梁， 因为瑜伽而呈现出了勃
勃生机， 人们的脸上也多了久违
的笑容。 卢文震也成了大家口中
的 “瑜伽书记”。

北京市东直门中学、第一六
五中学和东直门中学附属雍和
宫小学师生9月1日迎来新学年
“致敬经典 文化传承 迈进新时
代”开学典礼暨纪念改革开放40
周年话剧《全家福》展演。

根据学校课程的设置， 三
校的话剧社团融合语文、 历史、
地理、 传统文化等知识， 让学

生们在具体的实践情境中发现
问题， 并自发地解决问题， 跨
越出课堂、 书本与学科， 培养
了学生的艺术素养。 在人艺罗
熙老师的指导下， 学校排演了
大型话剧 《全家福》， 讲述了古
建世家传人王满堂一家的悲欢
离合及古建队经历的风风雨雨
的故事。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文/摄

“快乐阅读直通车”开进社区

小小记记者者上上““法法治治第第一一课课””

“瑜伽书记”扶贫先扶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