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柔卫计委远程培训助杂多县抗雪灾

刚刚入住北辰集团五洲皇
冠国际酒店的李先生， 打电话
到客务中心要了两瓶水。 几分
钟后， 他接到电话， 打开房门，
却没有见到常见的酒店服务员，
而是惊喜地看到一名机器人服
务员。 “你好， 很乐意为您服
务……” 机器人服务员轻柔的
语音、 新颖的造型， 萌翻了入
住的客人。

这位新近上岗的机器人服
务员名字叫“润”，她还有一个别
致的称呼叫“小V”。 去年年底，
她正式入驻五洲皇冠国际酒店，
首二层是她经常活动的区域 。
“小V”不仅可以送物品至房间，
还可以引路、 和客人互动聊天、
智能避障、自动充电等。 穿梭在
酒店客房和各式餐厅之间的她，
深受客人的喜爱。

随着社会发展， 更多的信
息化和人工智能与人们的日常
生活密切交融。 酒店相关负责
人介绍， 此次引进智能机器人，
也是顺应企业经营创新发展理
念， 将信息化引入酒店服务工

作的一项举措。 和人力成本相
比 ， 机器人服务员 “小V” 可
以24小时工作， 随时随地实现
迎宾、 引领、 送物等 “礼貌周
到” 的服务， 不仅带给客人良
好的入住体验， 也能有效节省
人工成本。

送物是 “小V” 的日常工
作之一， 当接到任务后， 她往
往会说： “您好！ 我要去工作
了， 麻烦您给我让让路， 谢谢
亲 ！” 等电梯时 ， 她会告诉大
家： “我是这个酒店的机器人
服务员， 我的年龄很小， 动作
有点慢， 一会儿上电梯您要原
谅我 ， 把中间的位置留给我 ，
谢谢您。” 她还会时不时地卖萌
说： “给我拍个照可以吗， 我
想发个朋友圈……”

“小V”上岗后，为酒店增添
了智能和欢快的氛围。 这种“先
吸引、后引导”的服务模式，也大
大提高了酒店OTA客户的评
价。入住酒店的客人常被她的时
尚用语和礼貌“萌”到，对她提供
的服务也充满了兴趣。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杨雪梅 齐清 文/摄

智能机器人助酒店服务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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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思远

“哦，我太激动了，终于享受
到免费体检， 心里感觉暖暖的。
我叫蔡建康，现在是建筑工地木
工。 ”“我叫龚申伦，是工地一名
混凝土工，非常感谢中建二局一
公司深圳分公司，我们将加倍工
作回报这家公司。 ”

近日， 中建二局一公司第
四项目经理部600多名农民工兄
弟分期进行体检， 开始 “真情
相对促和谐， 身心健康保生产”
体检活动。

“我们在施的工程是房建
项目， 班组众多， 农民工兄弟
众多。 春节后就着手精心组织，
施工班组长及项目管理人员配
合医护人员开展体检活动， 确
保这项活动有序开展。” 第四项
目经理部经理温竟聪介绍。

“农民工是城市建设的重
要力量， 平日劳动强度大， 又
是职业病等疾病的多发群体。”
分公司党委书记、 总经理李卓
说， “近年来， 我们极为关心
农民工兄弟生活， 从关心农民
工兄弟收入到关心他们身体安
全、 健康， 再到关心他们家庭
生活， 作为一家央企， 利用亲
情呼唤安康、 农民工安全督察
队等系列活动载体体现对农民
工兄弟的关爱。”

据悉， 这项体检活动将持
续半个月。 经理部认真咨询了
专业医疗团队， 针对特殊作业
和作业环境所引发的常见病 、
多发病， 精选了近10项体检项
目， 做到有病早发现、 早治疗，
无病要预防、 勤锻炼的效果。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王义生 禹天岳

“每天早上推开窗户， 第一
眼就能看见成群的鸟儿在飞舞，
心情也随之变得愉悦了。” 家住
京贸家园的杨女士说， 她家小区
北侧就是运潮减河， 以前这里的
水十分浑浊， 开窗经常能闻到一
股腥臭味。 这两年政府实施水环
境治理工程， 河水慢慢变清了，
岸边的环境也美了， 冬天一过，
就会有成群的野鸭在河边栖息，
开窗就是景儿， 感觉特别好。

据了解， 运潮减河于1963年
建成， 是将温榆河洪水分入潮白
河的一条人工排水河道， 承担着
通州区域内的防洪排水任务， 起
点为北关分洪闸， 终点于师姑庄
村南侧入潮白河， 流经永顺镇、

潞城镇、 宋庄镇。 近两年， 通州
区 水 务 局 实 施 运 潮 减 河 清 淤
整 治 工程 ， 不仅提高了北关分
洪枢纽的分洪能力， 更使河道水
质明显改善 ， 生态效益逐步凸
显 。 水清了 、 草绿了 、 鸟也来
了， 据运潮减河管理人员统计，
截至目前， 运潮减河上各类水禽
已达到300多只， 候鸟种类和数
量的增加， 是通州区生态环境改
善的直接见证。

记者从北运河管理处了解
到， 按照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
总要求， 他们积极联合属地， 实
施多部门联动监管保护机制， 持
续提升温榆河河道生态修复成
效， 同时强化舆论监督， 引导社

会团体和广大群众广泛参与， 建
立全社会共同参与守护野生候鸟
栖息地的有效机制。

随着春季候鸟开始过境北
京， 除了通州境内的大运河森林
公园、 东郊森林公园等地观鸟，
市民还可前往野鸭湖国家湿地公
园 、 汉石桥湿地公园 、 天坛公
园、 颐和园、 小龙门国家森林公
园 、 十渡拒马河黑鹳保护区等
地， 走进自然， 亲近野生动物，
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 同
时， 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提
醒市民， 不要盲目放生、 严禁买
卖野生动物， 在候鸟过境高峰季
节， 提高爱鸟意识， 保护候鸟，
共建绿色北京。

副中心水环境提升引候鸟栖息

□本报记者 唐诗 通讯员 孙建国

3月， 青海省玉树州杂多县
抗击雪灾的战役还在继续。 雪灾
导致杂多县当地百姓出行受限，
百姓出现冻伤， 牲畜死亡， 多处
道路封闭， 车辆无法行驶。 怀柔
区卫计委得知此情况， 于3月12
日利用远程视频系统， 组织专家
开展应对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紧
急救治培训活动， 为杂多抗击雪
灾提供帮助。

来自北京朝阳医院怀柔医院
急诊科主任殷文朋围绕灾难医学
预防、 现场伤员急救、 灾后恢复
及灾难应急响应等方面与杂多县
医务人员展开交流。 同时， 针对
灾难分诊和治疗、 大规模伤员分
级救治以及地震、 雪灾冻伤的重
点救治进行详细讲解。 “我们想
通过这样的方式， 提高杂多县医
疗卫生队伍应对灾害救援能力，

为那里的百姓出把力。” 区卫计
委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据悉， 通过远程视频系统可
开展讲座、查房、疑难病例会诊、
手术示教。 当天在线参与培训的
还有内蒙古四子王旗人民医院、
内蒙古科左后旗人民医院、 蒙医
整骨医院和青海省杂多县医院及
河北省怀安县医院、丰宁县医院、
河南省卢氏县人民医院等单位。

600多名农民工兄弟免费体检

街区-社区-校区-园区如何
“四区联动” 推动街区更新， 构
建新型生态社区？ 学校云集、 具
有学府气息的海淀区学院路街道
创造了新的联动机制。 3月13日，
“街区更新·路人变主人” 工作坊
在学院路街道石油附小二里庄校
区举办。 来自海淀区教育科学研

究院、 清华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
及街道辖区关联单位代表等70人
见证了工作坊的全程活动。

来自石油附小三年级的50名
学生在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带领下
进行愉快的 “大风吹， 吹什么”
的破冰游戏。 工作人员拿出二里
庄斜街鸟瞰图， 请孩子们回忆自

己的上学路线并标识出来， 引导
他们从新角度认识斜街， 并重新
认识每天必走的上学路。

此次工作坊是学院路街道
2018年城事设计节获奖项目落地
的环节之一。 设计者之一、 北京
林业大学曾颖琪同学利用多媒
体， 介绍了设计团队对斜街墙面
以 “家” 为主题的设计构想。 孩
子们也踊跃发言、 有趣互动， 并
分组进行了创意斜街墙绘。 工作
坊通过孩子们的公开投票， 评选
出最佳演说达人、最佳创意达人、
最佳合作达人三类获奖团队。

街道党工委书记冯志明表
示， 街道期待与相关单位商讨，
创新建立街区 “小小设计师” 模
式， 将清华大学、 清华同衡等资
源引进学校课堂， 引导学生走出
校园， 通过课外兴趣班的方式记
录学分， 考核合格者颁发“小小
设计师” 证书， 使学校参与街区
更新和街区治理的行动常态化、
制度化。

□本报记者 白莹/文 通讯员 王洁/摄

小小“设计师”参与街区更新

近日， 北京燃气集团高压管
网分公司 “晴空” 志愿服务队联
合昌平分公司团委， 到昌平区西
湖新村社区和名佳花园社区开展
专题燃气安全宣传活动， 为社区
居民宣传燃气安全注意事项， 并
提供了燃气咨询、 安全巡检、 设
备维护等服务。

本报记者 赵思远
通讯员 王子超 摄影报道

燃气志愿者
昌平“说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