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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曦 文/摄

“祝你生日快乐……” 一阵
阵歌声从长沙市第一社会福利院
的活动大厅里传出， 洋溢着欢乐
的氛围。 3月22日， 中建二局一
公司华中经理部志愿者走进长沙

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为老人举办集
体生日会。

第一季度过生日的47位老人
齐聚一堂， 共度这个属于他们的
特殊生日。 志愿者们精心布置场

地， 准备水果和蛋糕， 为寿星们
戴上生日帽， 并献上歌曲、 双簧
及诗朗诵表演。 福利院的老人们
也精心准备了节目， 96岁高龄的
彭大爷帅气地敲起架子鼓， 精气
神儿十足。 邬大妈现场清唱经典
戏曲片段， 其他老人也跟着打节
拍， 现场掌声不断。 伴着熟悉的
生日歌， 志愿者点亮生日蜡烛，
送上美好的祝福。

“二局的娃娃们太善良了，
谢谢你们， 这次集体生日会很温
馨， 很有意义！” 寿星梁老太抱
着志愿者送的蓝宝吉祥物， 满是
喜爱之情。

华中经理部工会副主席梁高
表示， 关爱老人是我们的责任和
义务， 今后将定期到福利院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 让老人体会更多
的社会温暖和关爱。

□本报记者 马超/文 通讯员 刘芳/摄

3月26日，“感动西城”2018年
度人物颁奖典礼在西城区缤纷剧
场举行，历经3万人投票而选出的
年度人物共同亮相。据悉，2018年
度人物全部来自基层， 他们中有
不断创新的环卫工人， 有不惧歹
徒的女警， 还有贴心服务居民的
街巷长， 他们在自己的岗位和领
域展现着凡人善举。

追求工匠精神
环卫职工研发60余项

创新成果

颁奖典礼现场， 5位身穿桔
色环卫工装的职工登上了舞台，
他们是西城区环卫中心下属环丽
中心的创新攻关小组职工代表。
能获得 “感动西城” 年度人物，
不仅仅因为他们的职业， 更因为
他们所从事的事情。

“很多人对于环卫工人的印
象， 还停留在背着簸箕， 拿着扫
帚， 满大街转的阶段。 实际上，
随着时代的发展， 环卫已经走上
了科技发展的道路。” 环丽公司
经理、 市级职工创新工作室、 攻
关小组负责人刘哲介绍说， 经过
几年的创新攻关， 他们已经研发
了60余项创新成果， 其中19项获
得国家知识产权局认证的发明专
利和实用新型证书。

“现在社会上都在提工匠精
神， 这也是我们所追求的。 我们
的创新发明也都是在实践中， 不
断磨练出来的。 比如我们发明的
两箱一筐快速保洁车 ， 小巧便

捷 ， 现在已经推广向全国了 。”
刘哲介绍说， 他们的创新攻关小
组以维修班为基础， 团队成员来
自北京、 山东、 河南等多地。 而
现在， 企业已经形成了全员创新
的风气。

“希望这些发明， 提升我们
的工作效率， 改变我们的职业形
象， 让环卫工人这一群体得到更
多的社会认同。” 刘哲说。

心系一线职工
工会主席网络高票获入围奖

“感动西城” 2018年度人物
评选活动自2018年11月13日启动
以来， 通过媒体推荐、 单位推荐
等方式， 组委会共收到推荐人选
135人。 根据评选标准， 从中推
选出31位候选人 。 2019年1月16
日至1月20日， 活动开启公众投
票环节， 5天里共吸引10万人次
关注、 3万余人参与投票。

在网络投票环节， 一位工会
干部的身影， 引起了诸多职工的
关注， 他就是德胜街道总工会主
席陈洪祥。 此次， 他获得了 “感
动西城” 2018年度人物入围奖。

据悉， 陈洪祥曾有过21年的
军旅生涯， 2002年转业到西城区
后， 先后负责西单管委会和德胜
街道地区安全生产工作。 2010年
底开始做工会工作， 并担任街道
总工会主席。

在同事们的眼中， 他勤于学
习钻研， 善于总结思考， 注重工
作方式方法。 在非公企业建会工

作中， 他亲力亲为， 从接手时地
区不足400家企业建会发展到目
前的3305家企业， 会员2万余人，
实现了工会组织的全覆盖。 在职
工们的眼中， 他真心实意、 满腔
热忱。 他坚持工会活动普惠与特
色服务相结合， 打造真正的服务
型工会。 做到每月有活动， 每季
有比赛。 他积极帮扶救困， 为职
工排忧解难， 制订出台首个街道
级困难职工救助办法， 对基本生
活困难职工进行生活救助、 助学
救助 、 大病救助 、 意外灾害救
助， 现已救助困难职工40名， 救
助金额38万元。

“感谢职工们对我的支持，今
后，我还会一如既往的工作，全心
全意为职工服务。 ”陈洪祥说。

获奖者全来自基层
凡人善举追梦榜样

“感动西城”年度人物评选活
动自2016年启动以来， 已经连续
举办三年， 凡人善举得到传承和
延续。记者发现，“感动西城”2018
年度人物全部来自基层。

活动现场， 90后女警渠立萌
分享了自己从红妆女孩成长为反
扒女警的故事， 在西单大悦城持
刀伤人事件中， 她逆着人流冲向
持刀歹徒的飒爽英姿让人肃然起
敬。 从医30年的华扬开辟了中国
脑血管超声的先河， 她是一名医
生， 是一名病人， 也是孕育桃李
满天下的老师， 病痛的折磨从没
有让她放弃救死扶伤的初心。 街
巷长王俊礼用脚步丈量街巷， 百
姓的事， 他每一件都放在心上。
因为王俊礼的耐心和细心， 一位
居民在接受王俊礼的帮助后， 每
天都给他发问候微信， 已经坚持
了一年。

“我们要以‘感动西城’人物
为榜样，学习他们永不言败、一往
无前的拼搏意识， 学习他们忠于
职守、爱岗敬业的奉献精神，学习
他们文明担当、 守望相助的优良
品格，昂首阔步新时代，争做奋进
追梦人， 把榜样的力量转化为全
区人民的生动实践， 奋力书写西
城发展新篇章。 ”西城区人大常委
会党组书记、主任杜灵欣说。

□本报记者 白莹

3月27日， 海淀区学院路街
道联合中国农业大学，组织街道
城管科、城管队、东升派出所等
部门，对中国农业大学（东校区）
小白楼市场周边共362.74平方
米的违法建设进行拆除。

中国农业大学 （东校区）小
白楼市场周边违建部分为砖混
彩钢结构， 部分为纯彩钢结构，
为私人自2008年起至2015年建
设。 大部分房屋作为公寓出租，
其余作为仓库，无房产证和规划
许可，已确定为违法建设。 不少
租户在房间内私拉、 私接电线、
使用明火做饭现象严重，存在大
量消防安全隐患。

为拆除此处违建，学院路街
道城管科、城管队数次组织召开

协调会，召集农业大学后勤保障
处负责人及违法建设当事人到
场参会， 通过长期的沟通协调，
违建当事人同意拆除同时也提
出了诉求。中国农业大学后勤保
障处也代表校方对当事人违建
拆除后的安置问题进行部分解
决。违建当事人配合相关部门对
租户进行清退。

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违
建拆除后将进行改造升级，设置
便民服务点，更好地为农大社区
居民服务。 下一步，希望能充分
发挥学院路地区‘校地警’ 联盟
的优势作用， 与高校切实合作，
加强对辖区内违法建设的巡查
力度，切实维护学院路地区良好
的人居环境。 ”

近日， 新首钢大桥迎来了
新的施工节点， 正式进入挂索
与桥面铺装的关键阶段， 大桥
正一步步向市民揭开它的面纱。

新首钢大桥位于首钢园区，
建成通车后， 原有的厂区内部
道路将作为城市主干道向社会
公众开放， 同时， 也将长安街
西延长线向西延伸6公里以上。
作为北京长安街西延道路工程
的重要节点性工程， 新首钢大
桥横跨永定河， 建成后将是北
京地区最大跨径桥梁 。 根据设
计方案， 主桥两侧还将新增无
障碍人行梯道。 市民可在观景
平台眺望永定河的美景， 桥下
空间也将向市民开放， 配备花
园、 广场、 卫生间、 母婴室等
服务建筑和空间。

据介绍， 新首钢大桥作为
全球首例双塔斜拉钢构组合体
系桥， 斜拉索共有112根， 采用

竖琴式渐变距离布置。 大桥桥
面标准宽度为47米 ， 双向8车
道， 并设有非机动车道及人行
道 ， 桥面总面积31174平方米 。
大桥桥面系分为大横梁、 小纵
梁、 正交异性桥面板。 桥面铺
装总厚度为8厘米， 由上至下为
两层沥青混凝土和环氧薄层。

据悉， 新首钢大桥钢箱梁、
钢塔所用钢板全部由首钢供应，
各类钢板用量合计约4.5万吨 ，
超过了鸟巢的总用钢量， 这在
全国的桥梁用钢上也是体量非
常大的 。 为此 ， 首钢在生产 、
运输、 加工过程中全程采用个
性化定制， 这是首钢高性能桥
梁钢又一次在国内重点市政精
品工程建设中实现整桥供货。

在施工中，首建投公司积极
进行对接，加快推进大桥周边绿
地和道路两侧景观的施工工作，
预计三月底完成施工图。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新首钢大桥工程取得新进展

校地警联盟重拳治理农大违建

“感动西城”2018年度人物出炉

凡人善举追梦榜样

47位福利院老人集体过生日

昨天， 北京市八宝山人民
公墓组织公众开放日活动。 人
民公墓清明期间推出34项惠民
便民举措， 包括免费提供手推
车、 水桶、 描碑用金粉漆笔及
平价鲜花、 寒食等， 新设置的
时空邮箱及祈福卡， 为家属提
供寄托哀思、 表达思念之所。

公墓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
前， 人民公墓现有的节地生态
安葬主要有生肖生态葬、 怀思
阁骨灰深葬、 骨灰墙安葬三种
形式。 其中骨灰墙主要面向老
墓改造业务、 孤老等特殊群体
开放， 共有2000份， 剩余约300
份。 生肖景观葬是人民公墓为

了满足 “优抚对象” 等特殊群
体的需求 ， 推出的一种绿色 、
文明、 美观、 节地的新型安葬
形式。 安葬墙体嵌有 “十二生
肖传说浮雕”， 墙体上码放景观
花盆式碑体， 盆内可以插放鲜
花、 绢花， 盆内侧刻写逝者姓
名及生卒时间。 目前， 共有230
余个， 剩余100个左右。 怀思阁
骨灰深葬采用封存式集体深葬，
将骨灰按办理顺序码放于怀思
阁内， 并将逝者姓名刻在外墙
上， 以便祭祀。 怀思阁主要面
向全体社会人员开放业务 ， 可
存放骨灰2.5万份左右， 现已存
放4000余份， 剩余2万份。

□本报记者 盛丽/文 彭程/摄

八宝山人民公墓推出34项惠民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