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1日， 什刹海文化展示
中心在位于烟袋斜街的广福观内
正式落成， 通过六大陈列展厅 、
百余件展品、 数字沙盘、 多点触
摸屏等把地区散落的历史遗存、
人文积淀和文化资源汇集起来，
为广大市民和游客讲述什刹海故
事和北京城历史。

广福观内建展示中心
讲述北京城历史

什刹海文化展示中心位于北
京市西城区烟袋斜街37号广福
观。 广福观始建于明代， 是北京
市文物保护单位， 经过重新修缮
后成为公共文化资源。 记者了解
到， 展示中心占地面积1530平方
米， 建筑面积753平方米， 设有
六大陈列展厅、 文化大讲堂、 口
述史研究室等， 采用图文展板、
多媒体、 数字沙盘、 场景模型等
多种形式， 介绍了什刹海地区的
历史沿革和这一地区形成的多元

文化。
在名为 “建都所依、 济运通

槽” 展厅内， 志愿者讲解员介绍
说， 元大都最初设计时， 以今万
宁桥 （后门桥） 为大都城中轴线
的基点， 以当时的积水潭 （什刹
海） 宽度的两倍， 作为元大都城
的宽度， 可以说什刹海不仅是元
代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码头， 更决
定了北京城的雏形。

开幕仪式上， 什刹海街道办
事处主任毕军东表示， 什刹海地
区历史悠久， 人文荟萃， 是北京
新总规确定的文化精华区的重要
组成部分， 是首都形象和古都风
貌的重要展示平台。 希望什刹海
文化展示中心的成立， 把地区散
落的历史遗存、 人文积淀和文化
资源汇集起来 ， 讲述什刹海故
事， 让中外来客走近老北京、 感
受新北京， 让文物活起来、 让文
化火起来。

同时， 什刹海街道还邀请北
京历史、 地理、 民俗等方面的权

威专家学者组成专家团队， 并授
予专家学者 “特约顾问” 聘书。
什刹海街道还为什刹海文化展示
中心授予 “文明实践基地 ” 和
“什刹海教育文化融合基地” 牌
匾 ， “青少年志愿服务实践基
地” 也正式挂牌成立。

探索文物活化使用 鼓
励社会力量参与

据悉， 在大规模实施文物腾
退的同时， 西城区也在推进腾退
后文物的合理使用和探索文物活

化使用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
西城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近

年来， 西城区全面启动了 《北京
市西城区 “十三五” 期间不可移
动文物保护行动计划》， 从直管
公房入手， 实施了47处文物腾退
项目。 同时， 结合大运河及中轴
线申遗重点工作， 新增5处文物
腾退项目， 共计实施52处。

通过2017年和2018年两年的
努力， 西城区计划实施的52处直
管公房文物腾退项目已全部启
动，文物腾退成果显著。 其中，京
报馆（邵飘萍故居）、绍兴会馆等
28处文物全部实现腾退。

“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
与到文物资源利用中来， 打造更
多优质项目， 让文物活起来， 实
现文化传承传播价值最大化 。”
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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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诗

石景山老街坊编创
“礼让斑马线”广场舞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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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陈陈曦曦 文文//摄摄

什什刹刹海海文文化化展展示示中中心心亮亮相相

□本报记者 马超

□本报记者 任洁

“互联网+”大学生双创大赛增设职教赛道

西城区探索社会力量参与文物资源利用

近日， 中建一局安装公司绵
阳京东方项目党支部和中建一局
西南公司总部党支部的党员干部
们齐聚四川省德阳市， 以党建联
建的方式开展了 “寻初心 担使
命———重走红色教育路线” 的主
题党日活动。

活动当天， 两个支部的党员
们先后走访了四川德阳东方电机
厂和中国第二重型机械厂， 随后
又参观了位于德阳市中江县的黄
继光纪念馆。 通过 “七个一” 的
形式： 重温一次入党誓词、 读一

段党章原著 、 对党说一句心里
话、 参观一处革命历史纪念馆、
回顾中建一局参与建设的经典项
目、 参加一次党日活动、 集体过
一次政治生日， 带领党员干部们
重温革命奋进 “初心”、 回望企
业发展 “使命”， 迎接新中国成
立70周年， 也是对中建一局 “不
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
作部署的进一步深化落实。

在参观东方电机厂中， 大家
不禁赞叹，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中建一局建设的厂房仍在正常投

入使用， 持续为厂区的装备制造
和流水线上的生产作业提供高品
质服务 ， 充分践行了 “品质保
障， 价值创造” 的核心价值观。

中建一局建设者们的作品经
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无愧于“工业
建筑的先锋,南征北战的铁军”的
光荣称号，这正是“工匠精神”和
“中国品质”的有力体现。

中建一局德阳重走红色教育路线

第五届中国 “互联网+” 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职教赛道北京
市赛项决赛本周在北京经济管理
职业学院上演， 在市赛中脱颖而
出的优胜队将代表北京参加国赛。

据悉， 第五届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新增职教
赛道， 以推进职业教育领域创新
创业教育改革。 赛事自今年4月
启动以来， 共吸引28所北京市高
职和中职院校约 3000多人次参
赛。 经过校级初赛、 学校推荐及
专家评审等层层选拔， 22所职业
院校的97个项目进军决赛。

北京赛区总决赛为期两天。

159个参赛团队分为9个组别， 以
PPT报告、 实物作品演示等形式
进行答辩， 经过视频播放、 陈述
及专家提问等环节， 共决出一等
奖18个， 随后进行18强排位赛，
为选出代表北京参加国赛的队伍
提供依据。

大赛分为创意组和创业组两
个组别， 项目涉及多个领域， 各
具特色， 充分展示了北京市职业
院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成果， 具
体包括北京财贸职业学院的 “军
友驿站： 退役士兵就业职业能力
提升平台”，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
学院的 “专注于创新设计家装家

居产品的创美华奇”、 智能环保
无人机与@查干湖， 北京电子科
技职业学院的 “蚂蚁搬车智能设
备———提升停车位的最优方法 ”
等， 前五强中北京经济管理职业
学院的项目占据了三席。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副院
长魏中龙表示， 第五届中国 “互
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增
设职教赛道， 充分体现了国家和
北京市对职业院校创新创业教育
的高度重视。 学校将以举办此次
大赛为契机， 进一步深化创新创
业教育教学改革， 不断开创创新
创业教育工作的新局面。

北京赛区决出18强

7月11日， 世园会参展企业落户中关村延庆园签约仪式暨企业
新技术新产品推介活动在中关村现代园艺产业创新中心举行， 5家
世园会参展企业落户延庆。 截至目前， 延庆区已引进中国农业大
学园艺学院、 北京农学院都市农业研究中心、 北京农业科学院等
11家科研单位， 以及33家园艺企业入驻， 形成现代园艺产业聚集
优势。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5家世园会参展企业落户中关村延庆园

近日， 一场以 “迎国庆 展
形象 做新时代文明北京人” 为
主题的广场舞大赛在石景山区
举行。 活动由石景山区委宣传
部、 石景山区文明办、 石景山
区交通支队联合主办， 比赛以
传唱礼让歌、 跳起礼让舞的形
式， 进一步增强礼让意识， 不
断提高市民的文明素质， 为迎
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营造和谐
顺畅的交通秩序， 为建设国际
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创造良好
的人文环境。

本次比赛要求参赛队伍以
《礼让斑马线 》 、 《我爱斑马
线 》、 《等灯 、 等灯 》 三首歌

曲为创作蓝本， 以广场舞的形
式引导大家从现在做起， 人人
文明出行， 做遵纪守法、 文明
有礼的石景山人。 活动中， 共
有11支优秀的舞蹈队参加了决
赛。 其中， 石景山区的20位公
共文明引导员组成队伍参加了
比赛， 她们表示， 在编创广场
舞的过程中， 对文明出行有了
新的认识， 这种活动形式不仅
锻炼身体、 陶冶情操、 增进了
友谊， 更重要的是向全区居民
宣传了 “礼让斑马线” 的重要
意义， “希望能用我们优美的
舞蹈向全社会传播文明出行的
理念。”

□本报记者 盛丽

近日， 在北京市殡葬协会主
办， 北京市民政工业总公司、 北
京福源殡葬用品有限责任公司承
办的北京殡葬设备产品展上集中
展示了最新研制的一系列产品。
科技含量高、 绿色环保、 个性化

服务是本次展会的突出亮点。
展会分为四大展区， 内设骨

灰寄存架、 火化除尘设备、 配套
设备、 VR体验、 多功能会客洽
谈等区域。 现场展出了一批科技
含量高且已申请专利保护的最新

产品。 展会上还展示了一些能够
改善工作人员工作环境的产品，
如自动清灰车载吸尘器， 该设备
针对原有人工炉膛清灰操作， 极
大地改善了火化车间人工清理炉
膛的工作量。

绿色科技产品亮相北京殡葬设备产品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