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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 文/摄

1月29日， 北京气温已是零
下6到7℃， 走进中铁建工集团有
限公司丰台站改建工程站房工程
一标段项目经理部， “农民工服
务站” 五个大字格外显眼。

进入农民工服务站， 温暖扑
面而来 ，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
的” “朴实的他们为了祖国建设
挥洒着辛勤的汗水” “老师对我
说我的爸爸妈妈是去建设祖国
了， 我感到十分自豪” ……一条
条标语温暖人心。

农民工服务站是怎么建成
的？ 又怎么发挥作用？ 本报记者
展开了采访。

农民工服务站建设“三同步”

农民工服务站是怎么建立
的？ 项目书记段秀珍告诉记者，
建设农民工服务站是中铁建工集
团近年管理农民工的一项创新，
集团有 《农民工服务站工作指
南》 等指导各项目建设。 建设坚
持节俭使用， 坚持机构、 人员、
场地、 设备、 经费五个到位， 选
址要建在农民工生活集中区。 建
设需要 “一间办公室 ， 一台电
脑， 一部电话， 一间培训室， 一
名管理员” 五个一标准， 建设的
经费来源是 “三工” 建设经费、
工会经费。 农民工服务站建设要
求 “三同步”， 即工作机构与项
目部组建同步， 活动场所与 “三

工” 建设同步， 服务人员与农民
工同步进场。

民工服务站场地很大， 设有
党员活动室、 图书室、 VR体验
室 、 医务室 、 理发室 、 小超市
等， 占地几百平方米。 为方便管
理， 还设有农民工服务站 （管理
室）， 配有专职 （管理人）， 里面
有农民工生活区的全部宿舍分布
图等 。 “农民工夜校可以容纳
300人同时上课， 安全培训、 技
术交底等均可在这里进行， 还可
以放映电影、 定期播放安全施工
生产教育警示片等。” 段秀珍说。

在农民工生活区， 项目考虑
得很贴心 。 男女卫生间 、 洗漱
间、 淋浴室、 洗衣室都设置在一
层， 方便农民工使用， 其中淋浴
室24小时开放。 晾衣区还搭上了
雨棚， 考虑到节水， 农民工生活
区还设有投币洗衣机。

此外， 农民工生活区还有篮
球场 、 乒乓球台等体育器材设
施。 在农民工食堂， 项目引入物
业管理， 操作规范化， 饭菜价格
0.5元到 10元不等 ， 有荤有素 ，
农民工们可以自由选择， 还可以
使用微信支付。 农民工食堂还摆
放了餐桌， 可容纳几百人就餐。

多方位服务农民工日常生活

“每天上班累了， 回来不管
多晚， 都可以冲一个热水澡， 踏

实睡觉， 感觉在这里工作挺幸福
的。” 来自河北邯郸的架子工任
杰今年32岁， 2005年初中毕业后
就来到工地工作。 “闲暇时， 我
喜欢打篮球和乒乓球， 项目部考
虑周到， 都配备齐了。” 任杰说。

“我爱吃荤菜 ， 干架子工 ，
吃的太素体力跟不上， 每个月吃
的得花费上千元。 但我挣得多，
这么多年， 在中铁建工的工地干
活， 最多的时候算上加班费一月
拿到近两万元， 一般也能拿到一
万两三千元。” 任杰说。

“小超市很方便， 不用走出
生活区， 就能够买到食品。 一天
差不多吃30元就能吃饱， 荤素都
有。” 来自河北承德丰宁的架子
工邵凤阁今年50岁， 家里有两个
孩子， 大的28岁， 刚成家， 小的
14岁， 正上初中， “虽然有点压
力， 但赚的钱能够支撑家庭。”

“洗衣服只要1块钱， 非常方
便。 来工地， 我还是想多挣钱，
我要攒钱买房娶媳妇。” 来自河
北邢台的桩基工王永杰今年31
岁， 目前还单身， “我们当地买
房差不多五六十万元就够了， 再
干几年就能攒出来。”

服务站成农民工精神家园

“借阅人王宏伟， 班组名称
木工 ， 图书名称 《交口称赞 》，
借阅日期2018年12月5日 ， 归还
日期2018年12月8日。” 这是农民
工服务站图书室的借阅登记表，
记录了农民工借书的详细情况。

“考虑到年轻农民工有读书
需求， 我们特地与丰台区图书馆
联系， 他们选送了一批图书过来
供农民工免费阅读。 每过一段时
间， 还可以再换一批。” 段秀珍
说， 让当地图书馆参与到农民工
图书室的建设， 是项目工作的一
项创新。

记者翻看借阅登记表， 发现
农民工们借书后看书速度都很
快，很多都是头天借，第二天还，
最长的也不超过5天。 临近春节，
还有不少农民工前来借书。

1月27日， 顺义区石园街道
2019年 “福满京城 春贺神州 ”
二月新春文艺汇演上演， 近700
名社区百姓欢聚于此。

名角李金斗老师的相声、杂
技 《美人鱼》 等传统节目诙谐幽
默；京剧联唱等表演活力十足；具
有新时代气息的联唱 《名字叫中

国》 唱响了弘扬十九大精神的强
音……百余名街道、 社区文艺骨
干卯足劲儿，让观众们大呼过瘾。

本次演出还采用了网络直播
的形式， 辖区14个分会场同步收
看演出盛况。 居民们还可以通过
扫描 “二维码 ” 用手机直接观
看 ， 让不便于出门的社区老干
部、 老党员和辖区所有的居民群
众在家中也能感受到现场的喜庆
氛围。 此外， 石园街道老年餐厅
为百岁老人、 困难群众、 老党员
等送福到家， 将一道道特色菜品
送上他们的餐桌， 让辖区居民在
家看 “春晚” 享 “大餐”。

此次演出标志着石园街道
“二月新春”系列文化活动正式拉
开序幕。 春节期间，送春联、花会
演出等精彩活动还将轮番上演。

□本报记者 杨琳琳 通讯员 李双节 文/摄

□本报记者 孙艳 文/摄

昨天， 记者从朝阳区获悉，
朝阳区191条道路景观布置及12
处景观小品和装饰雕塑全部实
施完毕 ， 30日起东三环沿线 、
广渠路、 长安街及延长线等夜
景照明设施全面开启。

记者在朝阳公园南门广场
看到， “2019恭贺新禧 ” 的文
字镶嵌在景观装饰雕塑中， 对
来来往往的市民表示新春祝福。
据介绍， 此处景观节点装饰雕
塑是结合朝阳公园南门广场及
大门造型整体设计的， 除祝福
语外， 还伴有中国传统吉祥图
案， 简约的框式设计， 端庄大
气， 选用恭贺新禧和十二生肖
金猪送福， 烘托猪年气氛。

朝阳区城管委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 朝阳公园中外友人
聚集比较多， 春节期间又有一
年一度的国际风情节和民俗文
化活动， 这里的景观设计， 有
祝愿来往的市民2019年心想事

成的美好寓意。
除朝阳公园南门外，朝阳区

还在北京CBD区域、 奥林匹克
公园中心广场、 望京文化广场、
朝外东岳庙周边区域等点位共
布置夜景、景观小品和装饰雕塑
12处，面积约1.3万平方米。

该负责人介绍， 农历腊月
初八后， 朝阳区春节景观布置
全面进入实施阶段。 截至目前，
已完成长安街延长线、 北辰路、
西大望路、 亮马桥路、 朝阳公
园路、 农展南路、 新东路等191
条重点道路以及非重点道路灯
笼安装、 夜景装饰灯带装饰的
安装工作， 全区春节景观布置
内容已全部安装到位。

据统计， 目前， 朝阳区共
悬挂灯笼及中国结共计7.4万余
个， 布置夜景特色街15条， 灯
带面积约7万余平方米， 在东三
环、 东四环沿线人行过街天桥
布置装饰展板6100余平方米。

社区居民在家看“春晚”享“大餐”

新春走基层
线索征集邮箱： ldwbgh@126.com

行进京华大地 讲述精彩故事

豆腐老马、 创客小赵、 歌
手玉恒、 巧手老许、 劳动能手
鑫儿……近日， 延庆区旧县镇
温馨家园综合改革成果展示暨
旧县镇残联2018年年度颁奖典
礼上， 这些身怀 “绝活儿” 之
人虽有残疾， 都积极上台展演，
成为当天活动的主角。

旧县镇残联通过委托第三
方服务的形式为残疾人提供服
务， 覆盖面和社会参与度达到

90%以上。 旧县镇副镇长乔雨介
绍， 旧县镇残联建立3个助残增
收基地，3个村级温馨家园，1个
日间照料站，1个残疾人志愿服
务队，1个残疾人文化宣传队，成
立豆腐坊、缝纫社，采取温馨家
园+养老餐桌的 “1+1”形式 ，为
近千名残疾人老人提供助餐、助
洁、理发、助医等服务，解决了近
150位残疾人就业， 服务残疾人
及高龄老人近千人。

□通讯员 月峦

残疾人才艺展示精彩纷呈

昨天，“猪”事如意生肖文化活动正式亮相北京动物园。此次公园
结合动物保护及科普教育优势， 全方位打造第二十届猪年生肖文化
活动，专门设计出一款“福、禄、寿、喜、财”卡通“福猪”形象，并做成了
硬质展板和宣传海报供游客拍照留念，为游客献上一顿丰盛的“科普
大餐”，享浓浓年味。 本报记者 邱勇 摄影报道

动动物物园园里里看看生生肖肖

农民工服务站成温馨乐园

朝阳191条道路景观布置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