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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帮助单身职工扩大交友范
围， 寻觅情感归宿， 12月2日下
午， 市教育工会在北京职工服务
中心举办 “留影青春 寻爱之旅”
单身青年联谊活动， 150名单身
青年参加， 教师比例达到68%。

当天， 参与活动的青年来自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
学等24所教育部直属高校， 以及
财政部、外交部、中石化等国家机
关和央企，男女数量各占一半，教
师比例达到68%， 年龄基本在23
岁到35岁之间。 考虑到来参加活
动的以教师居多， 主办方特意把
游戏设置为舞蹈课、体育课、音乐
课、财务课、毕业告白等名目，做
广播体操、猜情歌、数钱……在主
持人的引导下， 随着一个个破冰
游戏的展开， 青年们逐渐活泼起
来，相互介绍自己，有看对眼的就
记下编号， 以通过活动网站进一
步了解对方的详细资料。

与社会相亲活动不同， 市教
育工会此次联手封闭式交友平台
“搭搭桥” 举办联谊会， 向系统
内的部属高校发出通知， 由各校
工会通知组织， 参与者的身份均
得到单位工会的审核， 保证身份
的真实可靠， 中国人民大学、 中
央美术学院等高校的工会相关负
责人当天还带队前来。 人大常务
副主席张玲玲表示， 青年教职工
的生活和状态关系学校的发展，
所以校工会多次组织单身教职工
参加联谊会。 “我们既要自己多
组织形式多元化的活动， 也会积
极配合市总工会和市教育工会的
安排， 满足单身教职工的需求。”

“举办活动时， 我们先给单

位工会发邀请， 报名截止后， 我
们会把名单导出来发给参与单位
的工会主席再次审核。” 据平台
创始人程辉介绍， 要进入公司交
友系统， 必须经过本单位工会的
审核， 通过认证后方可被准入。
个人不用交费， 即可查看所有参
加过活动的异性嘉宾资料， 还可
以通过网络云端免费跟对方聊
天， 不必泄露电话微信等个人隐
私， 等到感觉对了， 要线下进一
步接触时再交换私人联系方式。
目前， 择偶的会员大多来自国家
机关、 大型央企、 高校、 三甲医
院等， 其中市属单位大多来自教
育、 医疗、 金融系统， 女性多于
男性， 企业系统暂时没有开放。

做联谊会次数多了， 程辉发
现现在的单身青年除了有工作忙
碌、自身条件优秀导致要求较高、
接触面窄等原因外， 还因为很多
单身女性不习惯主动出击， 一直
抱着宁缺毋滥的心理， 不愿考虑

条件与自己有些差距的男性；而
单身男性如果条件不错选择余地
大，又没有年龄上的限制，很少去
考虑同年龄段或相近岁数的女
性， 也不太情愿主动去追求。 同
时，很多人不会聊天，相亲时总是
出现“尬聊”情况导致不欢而散，
都需要尽量转换心态。

北京市教育工会常务副主席
邱爱军表示， 工会要提供精准服
务， 就要精准了解职工的心声和
需求。 目前在京部属和市属高校
教师会员约有17万人， 单身比例
在8%-10%之间。此次参加活动的
教师多为硕博人群， 都是单位的
主力， 圈外参与者的条件也很不
错， 双方的认知和择偶要求比较
匹配， 希望通过活动搭建交友平
台， 帮助他们尽快走进婚姻的殿
堂。今后，市教育工会将力争把联
谊活动常态化，根据高校、中小学
和幼儿园单身教师的不同需求进
行分类，更好地为他们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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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洁/文 彭程/摄

“我是在小学快毕业的时候
看到了人生中第一张书法字帖，
从此迷恋上写书法，这一写就是
50多年。 ”北京书法协会会员、东
城区书画研究会副会长、原燕京
书画社的老师刘洲洲说。

12月4日上午， 在东城区天
坛街道东里社区专员南楠的
“牵线搭桥” 下， 20余位天坛地
区书画爱好者和来自燕京书画
社的书法老师来到天坛东里社
区活动室， 参加 “书·乡” 交流
笔会活动。 此次书法交流笔会
是天坛街道管理体制改革、 社
区合并调整后， 组织的首次群
众性文化活动， 既是为了满足
地区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 ，
也是与地区企业的一次友好共
建活动。

“明年是我们燕京书画社成
立40周年。 近几年来，燕京书画
社正在积极探索企业转型，我们
的眼光不能仅聚焦于市场经营，
更要着眼于人民群众对中国传
统文化的向往和热爱，多与社区
共建、与学校合作，开展喜闻乐
见的文化活动。 ”燕京书画社副
总经理赵青仲告诉记者。

天坛街道文联党支部书记

韩家训拿出了自己的书法作品
《松鹤延年》 （楷书）， 刘洲洲
老师点评道： “这幅作品能看
出韩老师的书法功底不错， 长
期练习 ‘欧体’， 一笔一划中能
见其功力， 但是个别笔画还需
要斟酌……” 随后， 他现场书
写 《美丽家园》 （隶书）， 并进
行教学讲解。

“街道体制改革后， 我来
到东里社区工作， 在走访过程
中发现社区居民们对京味文化、
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 我
们社区去年在百街千巷环境整
治工作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在居民的支持和配合下， 拆除
了一楼违建200多处 ， 实现了
‘十无’ 目标。 未来的社区建设
和发展的着力点就在于提升 。
我们社区紧挨着天坛公园， 有
着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 所以
想充分利用和统筹地区资源 ，
打造一个具有浓厚传统文化
氛围的社区。” 据南楠介绍， 东
里社区将把优秀的书画作品装
裱后装饰楼门院， 形成楼门公
约、 楼门文化， 日后， 将继续
联合燕京书画社组织一系列书
画活动。

□本报记者 边磊

与城市副中心市委市政府
行政办公区新址仅一墙之隔的
古月佳园小区将进行整体环境
提升改造， 为最小化影响居民
的正常生活， 该项目制定了原
房居住、 原房回购及产权置换
三种方案， 选择回购及置换的
居民于12月1日正式签约， 并将
于2019年5月31日前搬离小区。

据了解， 签约现场摆放了
18种家用电器， 作为恭贺居民
签约之喜的大礼包。 完成签约
的居民根据签约期不同， 可自
行选择。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
选择产权置换的居民， 3年后将
搬进1.5公里外的新小区， 对比
古月佳园小区， 该小区具有生
活便利、 区域位置好、 户型优
化等20项明显优势。

古月佳园小区始建于2012
年， 自居民入住以来， 居民一
直反映小区配套设施不足、 功
能性设施不强、 建设标准不高

等问题。 市、 区、 镇相关部门
经过反复调研， 决定实施小区
环境改造项目。 为保证签约顺
利进行， 潞城镇党委、 政府提
前部署、 统筹安排， 指挥部进
行了多次签约演练， 并在签约
期前为百姓提供了签约预审服
务， 以避免百姓因材料缺失或
不合规多次跑腿的情况。

古月佳园小区内现有住户
2500余户， 该项目本着平等协
商、 问计于民的原则， 充分遵
从居民对提升改造的意见， 在
项目正式启动前通过会议、 座
谈和入户走访的形式 ， 开展
民意调查， 让老百姓自己的事
自己当家作主。 同时， 为打消
百姓关于平移小区选址、 装修
等事宜的顾虑 ， 项目指挥部
安装了置换新址沙盘、 装修样
板间等， 由村委会组织居民有
序参观， 并设专人现场讲解及
答疑。

□本报记者 赵思远

古月佳园小区改造项目启动签约

教育工会搭平台为高知青年牵红线

“大姐，您家今年啥温度？ ”
“今年可暖和了，不像去年那样忽
冷忽热了。 ”这两天，暖气热了成
为水碓子东路15号院的老邻居们
聊天的热点话题。昨天，工人们正
进行地面恢复施工， 标志着小区
多年来由于管线老化造成的供暖
问题，在今年冬天彻底解决了。

记者了解到， 由于供暖管线
老化， 朝阳区团结湖街道水碓子
东路15号院294户居民冬天老担
心室内温度不达标。 今年6月借
助 “街乡吹哨 部门报到” 机制，
终于更新了供暖管线。

水碓子东路15、 17、 19号居
民楼始建于1985年 ， 共294户居
民 ， 系北京城建集团下属五公
司、 道桥公司多产权住宅楼。 三
栋居民楼的供暖管网及配套管线
使用已达30余年 ， 管线普遍老
化 ， 腐蚀现象严重 。 2010年以
后， 曾多次发生临时停暖抢修事
件， 严重影响居民的取暖问题。

为推动问题的有效解决， 团
结湖街道办事处每年都会针对此
问题召开多方协调会， 寻求解决
方法与途径。 同时， 供暖期每次
发生抢修时， 街道主管供暖工作

的工作人员都会到现场盯守直至
维修完毕。 在 “街乡吹哨、 部门
报到” 工作机制的引领下， 今年
6月， 团结湖街道就此处供暖管
网安全隐患问题再次向区供暖办
进行报告， 区供暖办也积极向市
供暖办进行汇报。 7月6日， 由北
京城市管理委供热办牵头， 市国
资委、 朝阳区城市管理委、 市城
建集团等多个单位参与的协调会
召开。 同时， 在街道的大力协调
下， 此问题也得到了市、 区人大
代表、 政协委员的高度关注。

最终， 一份由社会各界共同
发起的 “温暖邀请函” 出炉。 按
照北京市供热运行管理从源头到
终端一体化的要求， 由水碓子东
路15号院供暖单位北京财贸职业
学院下属的鼎好物业公司作为项
目主体， 向朝阳区城市管理委申
请立项， 实施小区老旧供热管网
改造。 通过招投标等环节， 9月
18日开始施工， 更换的供暖管道
为新型直埋式保温管道， 较以前
的老式管道保温效果更好。

整体工程历时52天， 截至11
月6日全部完工， 锅炉房于11月7
日凌晨点火试运行，截至目前，未

出现跑冒滴漏现象。 施工现场的
路面于11月底恢复完毕。目前，现
场还留守几名工人负责对居民户
内的供暖管线进行调试、 调压及
排气，确保室内温度达标。

“由于管网更换供暖水压提
高， 现在这三栋居民楼室内的温
度至少要平均提高2至3摄氏度。 ”
街道城建科工作人员介绍， 让居
民满意， 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改造中，街道和社区工作
人员积极做解释工作。施工时，街
道城建科工作人员经常到施工现
场对施工安全、施工工艺、绿色环
保施工等进行督导检查， 确保整
体施工期间未发生扰民、 建筑垃
圾堆积、渣土遗撒等问题。

此外， 团结湖街道以 “街乡
吹哨、 部门报到” 为工作抓手，
协调各方力量， 办好群众家门口
的事。 街道注重发挥上级单位、
社区、 辖区单位等主体的联动作
用， 让 “吹哨” 成果更加明显。
同时， 地区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多次入
户考察， 了解居民的难处， 并形
成实操性较强的提案， 进一步密
切了代表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本报记者 孙艳

团结湖老旧小区居民过“暖冬”

2018年 丰 台 区 教 育 系 统
“12·4” 国家宪法日活动日前举
办， 会上成立丰台区青少年法
治教育基地， 基地正式 “落户”
北京教育学院附属丰台实验学
校分校。

2015年， 丰台区教委与北
京教育学院签署合作办学协议，
丰台路中学更名为北京教育学
院附属丰台实验学校分校。 学
校以 《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 》
为指导， 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学
校法治工作， 不断提高师生的
法治意识和学校的依法治校水
平 。 作为此次活动的承办方 ，
该校以主题班会、 观摩课等形
式展示了法治教育工作的经验
做法， 还邀请律师进行现场法
律咨询， 邀请交警讲解交通法

知识， 引进机器人宣传法律知
识等。

据悉，该校成为丰台区青少
年法治教育基地后，将由丰台区
法治教育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助
力整合资源，开展面对全区青少
年的多种形式的法治宣传教育
活动。 除传统宣传教育方式外，
还将利用现代化手段，结合课程
教学、教育活动等，构建学校、社
会、家庭三位一体的青少年法治
教育体系，打造丰台青少年法治
宣传教育品牌。

丰台区教工委委员、区教委
副主任郭俊山表示，在第五个国
家宪法日，丰台区会充分利用各
种资源，不断探索创新法治宣传
教育的方式和手段，丰富完善法
治宣传教育的内容和载体。

“吹哨” 报到解民忧

天坛东里居民体验书法魅力

□本报记者 任洁

丰台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挂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