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房胡同和老旧小区停
车， 国家没有相关的规定， 只
能大家自己商量着来……” 近
日， 东城区建国门街道赵家楼
社区以党建为引领， 在社区议
事厅开展了 “百年梦圆赵家楼
居民自管会与老旧小区互助 ”
专题研讨会， 邀请 《清华社会
工作评论》、 人民日报出版社等
相关领域专家 、 学者 “组团 ”
参加研讨。

赵家楼社区辖区面积0.11
平方公里， 在面积不大的区域
里， 有7条胡同、 18栋楼房、 22
个平方院落， 常住居民2000余
户。 辖区的18栋楼大多于上世
纪80年代末建成， 多数没有物
业或物业管理不到位， 而房屋

建设单位 （产权单位） 很多都
改制、 破产， 对房屋没有任何
管理 。 停车无序 ， 环境脏乱 ，
各类管道老化， 严重影响到居
民的正常生活， 居民对此反映
异常强烈， 社区也为此苦脑。

“希望通过专家集思广益，
找到一个适合社区的老旧小区
自管模式，让社区自治自管在社
区内得到良性、持续发展，逐步
实现辖区老旧小区自治自管全
覆盖。 ”社区党委书记金坤范说。

近两个小时的 “头脑风暴”
中， 相关专家、 学者提出了社
区议事协商、 引入社区基金会、
社区信托和物业管理等观点 ，
为赵家楼社区的老旧小区治理、
开展居民自治自管拓宽了思路。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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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 来自朝阳区卫生计
生系统47家单位的140余名女职
工汇聚一堂， 在朝阳区医疗卫生
工会组织的以 “展示女性美、 天
使更时尚” 为主题的女职工时装
展示活动中一展风采。

随着音乐的响起， 白衣天使
们依次盛装上场， 她们或穿着各
具特色的民族服饰， 或穿着高贵

典雅的晚礼服， 或穿着古典端庄
的旗袍， 还有很多参赛选手选择
了古风特色的服装， 在悠扬的配
乐中， 行起传统的拱手礼等。

“我们选择了宫廷风、 金黄
色的旗袍， 既有气场， 同时也体
现出女职工的独立。” 三环肿瘤
医院工会副主席王倩全程参与自
家队伍的准备工作， 从参赛女职

工的选择到服装、 头饰的搭配等
都亲力亲为。 “选手都是临床一
线的职工， 虽然要用业余时间练
习， 但大家都很积极。 医院工会
日常也会组织文体活动， 希望大
家在工作之余能有轻松一刻。”

葛新颖是北京市第一中西医
结合医院的一名超声科医生， 她
和同事们的汉服展示， 获得了当
天活动的一等奖。 “为了做好这
次展示， 我们提前学习了很多传
统文化知识、 比如万福礼的标准
姿势， 汉代女子行进步伐的稳和
慢， 以此体现出儒雅、 稳重的感
觉。” 葛新颖说。

朝阳区医疗卫生工会专门成
立组委会，确保各个环节无差错，
并邀请到3位专业老师组成评委
组， 结合行业特点最终确定评分
标准。 朝阳区卫生计生系统相关
负责人表示， 希望通过举办时装
展示活动，通过创新形式、优化平
台，展示一线女职工积极向上、健
康阳光的精神面貌。

经过近一年的施工建设，通州新八里桥桥梁主体结构完成，目前
已经具备通车条件。新八里桥全长81.0米，宽26.6米，位于古桥上游约
152米处。 待新桥通车后将替代老八里桥的交通承载功能，老桥将禁
止机动车通行，修缮保护工作同时启动。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民谚有曰 ： “二月二剃龙
头， 一年都有精神头。” 农历二
月初二早上， 东城区草厂社区诚
和敬养老驿站的员工和志愿者组
成了义务理发小队， 免费为辖区
老人、 社区居民提供理发服务。

得知家门口的草厂驿站开展
义务理发活动， 一大早， 很多养
老驿站的 “老熟人 ” 就赶来排
队 。 家住草厂社区的谷阿姨表
示 ： “二月二理发就是图个吉
利， 可是出去理发要走很远不说
还得排很长的队， 驿站的这个服
务真是太方便了。”

据了解， 诚和敬东城区草厂
驿站辐射近4000位60岁以上老年
人。 除了助餐、 助浴、 助行等基
本的 “六助” 服务， 草厂驿站还
为辖区长者提供心理慰藉、 适老

化改造、 “15分钟救助圈” 等特
色为老服务。

驿站员工和志愿者们热情熟
练地为大家服务， 还和老人们一
起分享 “龙抬头” 的习俗、 记忆
和故事。 诚和敬养老驿站站长刘
宝三告诉记者， 他在驿站工作三
年， 除了每年 “二月二 ”， 驿站
每周二都会开展义务理发活动，
为的就是把老年人最需要的服务
送到身边， 为老人和社区居民提
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据了解， 诚和敬养老驿站隶
属北京诚和敬养老健康产业集
团， 是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
责任公司旗下专门从事健康养老
产业全方位建设的集团公司， 从
成立之初就是全市最早探索和布
局养老驿站的企业， 目前已经在

全市东南西北布局了6家大型养
老机构及近150家养老驿站， 形
成了大中小的不同网络格局， 根
据区域特点因地制宜 ， 形成了
“一区一特色， 一站一亮点”。 同
时， 为应对老百姓所需， 提供巡
视探访 、 入户上门服务 、 建设
“15分钟救助圈” 等服务。

此次参与义务理发活动的驿
站还包括诚和敬东城区前东驿
站 、 通州区卜落垡驿站 。 “未
来， 各养老驿站也将会开展更多
志愿服务， 做好老年人身边最值
得信赖的服务管家， 让更多老人
安享幸福晚年。” 据悉， 经过调
研和筹备， 今年， 诚和敬养老驿
站将在东城区、 丰台区和大兴区
再新开设6家养老驿站， 让服务
惠及更多老人。

□本报记者 刘欣欣 文/摄

朝阳白衣天使T台展风采

近日， 北京市卫生计生监
督机构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
了以 “关爱眼睛 ， 环境达标 ；
防控近视， 执法保障” 为主题 ,
以 “课桌椅型号对照表发放仪
式” 为形式， 普及 《学校卫生
工作条例》 和采光照明等教学
环境卫生相关国家标准的普法
宣传活动。

活动主会场设在北京市东
直门中学。 当日， 延庆等十个
远郊区还在11所学校同时展开
了宣传活动。

记者从北京市卫生监督所
获悉， 2016-2017学年度， 北京
市各类学校学生视力不良检出
率为小学 46.8% 、 初中 78.0% 、
高中89.0%。 卫生监督机构向社
会各方发出倡议： “通过政府
主导 、 部门配合 、 专家指导 、

学校管理、 家庭关注、 学生习
惯的齐抓共管， 力争让每个孩
子都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和光明
的未来。”

今年， 北京市卫生和计生
监督所还专门制定了 “落实综
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 的工
作方案。 要求市、 区两级卫生
计生监督机构和教育行政部门
密切配合， 通过采取加强宣传
和健康教育、 加强教室 （教学
场所） 等重点场所 （主要包括
教室采光 、 教室照明 、 黑板 、
课桌椅设置等方面） 监督检查
力度、 积极支持配合专业人才
培养、 适时与教育行政部门联
合督导， 发现违法行为严格依
法查处等方式， 切实保障全市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各项
举措落实到位。

□本报记者 唐诗

新八里桥主体完工不久将投用

教室采光、课桌椅高度受关注

“我们的女法官工作时都是
一个个的武将军， 但在读书会大
家都变成了文小姐。”房山法院党
组书记、院长邵明艳这样评价。近
日，房山法院女法官协会“天平书
社” 举办2019年第二期读书交流
活动 。 活动以 “三十 四十 五
十———最好的自己”为主题，女法
官们畅谈漫漫人生路， 分享了各
自人生经历中绽放的光彩。

本报记者 闫长禄 摄影报道

养老驿站为社区老人义务理发

近日， 城建置业公司在城建
大厦举办了插花培训活动。 女职
工们认真聆听花艺师的讲解， 将
手中的花枝进行修剪、 搭配、 造
型。 期间， 老师不时地给大家的
作品进行指导、 点评。 一个多小
时里， 一支支的鲜花在大家的手
中仿佛再一次绽放了新的生命。
城建置业公司还评选出了 “三
八” 红旗手。

本报记者 杨琳琳 摄影报道

读书谈人生

巧手学插花

北京将抽查中小学教学环境

社区里来了“专家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