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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最大党群服务中心国庆节前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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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东巷11号院曾经是西直
门地区最大的物流 “大本营 ”，
如今， 这里经过展览路街道的升
级改造变身成为党群服务中心。
记者昨天了解到， 这处西城区最
大的党群服务中心即将于今年国
庆节前向居民开放。

拆违： 物流 “大本营”
影响周边环境

新兴东巷11号院位于西直门
西北侧， 与西直门地区著名的地
标建筑凯德MALL相隔不远， 属
于展览路街道德宝社区。

“以前， 这里面有好多快递
站点， 紧邻街边的这排违建有十
几间， 有小饭馆、 美发店， 还有
群租房等。 又脏又乱， 特别影响
周边环境。” 德宝社区居民贾先
生介绍说。

记者了解到，此前，新兴东巷
11号是西直门地区最大的物流

“大本营”。 高峰时，曾有7家快递
公司在此设点， 负责运送西直门
周边1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快递。多
年来， 该院及周边形成的违法建
设共计39处，多被用于群租。这里
不仅消防安全不达标， 而且存在
乱接电线、乱砍乱伐等现象，环境
问题严重，安全隐患非常大。

展览路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
人介绍， 去年4月， 他们联合城
管、 市政、 交通、 规划、 工商、
食药等职能部门， 对位于西直门
新兴东巷11号院及周边的近1700
平方米违法建设实施了整体拆
除。 “从街面开始拆除， 逐步向
院内延伸 ， 用了将近一周的时
间， 才最终将院内群租房违建全
部拆除。”

改造： 党群服务中心集
多项功能于一体

近日， 记者来到新兴东巷11

号院探访， 发现嘈杂的小门脸和
脏 乱 的 快 递 站 点 已 经 不 见 踪
影 ， 取而代之的是一处干净、整
齐、 有合理的功能分区的党群服
务中心。

展览路街道相关负责人介
绍， 园区建筑面积10700平方米，
使用面积3500余平方米。 园区内
由主体建筑与笼式足球场、 篮球
场、门球场、羽毛球场等运动场地
组成。 “服务中心将集党性教育实
训、民生服务保障、区域综合治理
为一体。 ”该街道相关负责人说。

园区北门入口处为 “城市会
客厅”景观，由三面墙体、四条主
路与一个广场组成。 三面墙体分
别为党建引领展示墙、 红莲警示
教育墙、民生服务墙；四条主路为
初心之路、使命之路、责任之路与
担当之路。 墙面与道路整体色均
为红灰配色，大气端庄。

正对北门口的 “展凝·览聚”
教育实训基地， 是整个中心的枢

纽型孵化培育载体， 将建成集学
习教育、党员服务、支部实训、党
组织服务群众项目孵化、 区域党
组织联动发展为一体的多功能教
育、实践、服务平台。在这里，街道
将采取音乐党课、支部实训、组织
生活、情景模拟、理论宣讲、沉浸
式体验等方式，开展政治理论、党
章党规党纪、 革命传统、 形势政
策、宗旨教育等。

“展新·览趣 ” 社群空间 ，
将以公益化为目标， 提供政务咨
询、 文体活动与社会组织孵化等
服务。 包含 “展·思” 阅读空间、
“展·智 ” 科普教室 、 “展·巧 ”
手工坊、 “展·慧” 棋牌活动室、
“展·乐” 练歌房、 “展·心” 儿
童课堂等。

规划： 将建便民驿站方
便百姓生活

采访中， 记者了解到， 园区

内还将打造一处 “展悦·览惠 ”
大型便民驿站和老街坊长廊。

展览路街道相关负责人表
示， 这里未来将覆盖农产品售
卖 、 餐 饮 服 务 、 居 家 保 洁 、
家电维 修 、 小物超市、 洗衣缝
补、 个人理发、 各类咨询等综合
生活服务功能， 既解决了过去社
区周边小店林立、 服务杂乱的现
象， 同时通过 “化零为整”， 也
为百姓提供了更优质的生活服务
空间。

“以前， 那些小门店虽然挺
影响环境的， 但是被拆了之后，
我们也挺担心日常生活的需求怎
么解决。 看来， 我们想的这些难
题， 街道都已经想到了。 我们现
在就盼着这里赶紧开张了。” 贾
先生兴奋地说。

“今年高一新生入学，用一天
时间学习红色校史， 让学生一入
学，就感受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
因。”北京市第二十四中学高一年
级组组长石明说。

石明告诉记者， 日常的教学
中， 年级组利用家长会、 班会、
黑板报等形式设置相应环节， 讲
述红色校史， 传承红色精神。

北京市第二十四中学是一所
具有红色历史的老校， 她的前身
是蔡元培等5人在1923年共同创
办的北京大同中学。

北京市第二十四中学党总支
宣 传 委 员 、 高 中 语 文 老 师 马
超 向 记者讲述了学校的红色历
史。 她介绍， 在历史上很多重要
爱国运动中， 都不乏二十四中校
友的身影。

知名校友栗再温1924年考入
北京大同中学。 1925年 “五卅 ”
惨案后， 参加了李大钊领导的三
次示威游行。 1927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 抗战时期， 他为冀西中共
地方党的建设、 农民武装斗争的
开展和抗日根据地创建做出了突
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 栗再温
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
记、 山东省副省长。

“学校有两个烈士， 名叫张
梦庚和周浩然， 他们的事迹让学

生们感动。” 马超说。
张梦庚出生于1909年， 15岁

到北京大同中学读书， 由于性格
豪爽且才能出众， 他很快成为进
步学生中的领袖， 被推选为大同
中学学生自治会主席 。 在校期
间 ， 他对军阀统治感到十分不
满。 孙中山到北京时， 他还亲聆
了这位革命先行者的讲演， 并常
与革命先驱李大钊等人接触， 革
命思想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1925
年 3月 ， 他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
1926年春， 八国公使干涉中国内
政， 他愤而上书痛斥。 1926年3
月18日， 北京各校学生四千余人
赴段祺瑞 “执政府” 请愿， 张梦
庚走在最前列； 段祺瑞下令卫队
开枪， 他身中数弹与刘和珍等四
十七人当场牺牲， 年仅17岁。

“周浩然是山东即墨人， 参
加了抗日活动， 后来被国民党反
动派杀害了。” 马超说。

“我连续6年搜集红色校史，
如今有了数十万字的资料， 感觉
心里有底了， 把以前看似独立的
历史关联起来了。” 学校老教师
丛日英因退休前负责过学校校庆
工作， 对学校的历史资料有过详
细的梳理。 她告诉记者， 上世纪
30年代初， 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
大同中学， 一批爱国人士在此任

教， 比如共产党员孙席珍就在学
校兼职教授文学概论， 他们在传
授知识的同时， 也将爱国思想和
革命精神植入了同学们的心里。

1935年 “一二·九” 运动中，
学生周德成 、 姜方生 、 林震欧
（林洲）、 彭百良、 陈一震及已经
毕业的张震寰、 林震德 （林志）、
亓象岑 、 冯纪新 、 林璧人等同
学， 全都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抗日
救国运动中去。

北京市第二十四中学党总支
书记白可告诉记者， 校友们的生
动事迹、学校红色的爱国历史，在
新生入学第一课已经开讲。 2013
年，学校建成了校史馆，将红色历
史用文字、 图片、 实物等形式展
现。我们尊重学校红色历史，让学
生们对校友们在家国情怀的认识
上，进一步传承红色基因，最终成
为社会主义合格的建设者， 成为
社会主义可靠的接班人。

9月是各个高校陆续开学报
到的日子， 新学期上好开学第一
课， 对于学生们尤其是刚迈入大
学校门的学生们尤其重要。 9月9
日， 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里迎来
了一群特殊的老师， 为学生们带
来新学期的第一课。

海淀区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不
仅关注学生们的日常生活而且聚
焦食品药品安全、 消费陷阱等热
点问题进行开讲。 “我们马上要
开始军训， 防晒霜怎么选购啊？”
“我新买的笔记本电脑用了一个
月以后出现黑屏可以退换吗 ？”
同学们争先恐后将自己遇到的问
题向工作人员询问。

据了解， 在开学季， 海淀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30个市场监管所
的工作人员走进清华大学、 北京
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 针
对学生网上购物多的特点， 开展
“以案释法” 消费者权益专题普
法教育活动， 强化消费者权益保
护意识， 提高消费者的识假辨假
和维权能力。 同时， 组织大学生
代表参访电商企业， 让大学生深
入了解电商企业， 切身体会 《电
子商务法》 实施益处， 发挥大学
生的协助监督作用， 促进电商企
业提升、 改进服务水平。

与此同时， 很多大学新生第
一次离家远行进入校园独自生

活， 海淀区市场监管局特意邀请
质量专家为大学新生讲解日常消
费品如小电器、 电动车等质量安
全和使用安全， 邀请特种设备安
全专家讲解电梯、 大型游乐设施
和客运索道安全知识， 播放乘梯
安全动画， 提高全校师生的安全
防范意识。

为防止大学生在购买电子产
品时遭受中关村电子市场个别不
法商户的欺诈， 该管理局制作了
典型案例进行宣传教育， 并现场
宣传扫黑除恶知识。 同时， 为拉
开学生们与烟草的心理距离， 积
极宣传吸烟危害， 远离烟草， 以
健康、 文明的方式生活。

近日， 在2019年京冀家庭
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北京赛区养
老护理员选拔赛上， 来自北京
市各区及市属养老机构的37名
优秀养老护理员参加比赛， 争
夺2019年京冀家庭服务职业技
能大赛入场券。

比赛分为理论知识竞赛和
技能操作竞赛两部分， 围绕养
老护理员核心能力展开技能比
拼。 据介绍， 选拔赛有两个亮
点。 首先是养老护理员队伍呈
现年轻化趋势， 参赛选手平均

年龄29岁； 另外， 竞赛摒弃以
往传统的固化规定动作考核方
式， 采用 “情景案例题” 进行
考核。 试题只对老人身体状况
进行情景描述， 由选手根据信
息迅速反映服务操作方案， 进
行现场实操演示。

经过角逐， 选拔赛共有12
名选手胜出并获得集训资格 。
集训后， 通过考核并排名前10
的选手 ， 将代表北京市参加
2019年京冀家庭服务职业技能
大赛养老护理员工种总决赛。

养老护理员技能大比拼

近日， 中共北京市朝阳区
委党校北京CBD分校成立大会
在朝阳区委党校召开， 由此党
校分校增至45家， 标志着朝阳
区委党校分校工作迈出向全区
拓展的一步。

据了解， 中共北京市朝阳
区委党校分校工作开始于2009
年 ， 十年来分校建设工作以
“试点先行 、 分步推进 、 规范
提升” 为工作思路， 历经四个
阶段已成立党校分校45家， 实
现了朝阳区43个街乡全覆盖 ，
并延伸到行业协会。

据了解 ， CBD分校成立
后 ， 继续发挥自身优势 ， 在

“规范建设 、 突出特色 、 注重
实效” 上下功夫。 把党的理论
教育和党性教育作为首要任
务， 结合商务中心区党建工作
特点， 创新培训内容和培训形
式， 提升办学水平， 打造独具
特色的党员教育品牌， 形成北
京市乃至全国范围内党建工作
的标杆。

同时， 区委党校将和CBD
分校携手并进， 把CBD分校办
出特色、 办出品牌， 通过党校
分校助力CBD区域各级党组织
和 “两新组织” 党的建设， 引
领区域经济发展， 为朝阳区经
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为培养大学生爱国主义精
神 ， 提倡健康生活方式 ， 近
日， 海淀区北下关街道举办的
“平安 ” 宣传活动分别走进北
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交通大学。

活动现场， 街道工作人员
用实例教育学生树立 “崇尚科
学、 反对邪教” 的观念， 提高
辨别是非真伪的能力 。 宣传
中， 还向同学们介绍了什么是
恐怖活动、 发现可疑人后怎么

办 、 被恐怖分子劫持后怎么
办、 在人员密集场所发生恐怖
爆炸怎么办、 报警时应注意哪些
问题等知识。

通过活动， 提高了大学生
拒毒 、 反恐 、 反对邪教的意
识， 增强了大学生参与平安北
下关建设积极性， 提升该地区
群众的平安意识 。 上下联动 ，
多方协作， 形成震慑力度， 为
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营造了
地区平安稳定的社会环境。

北下关为高校学生防骗支招

校园里迎来一群特殊的老师

二十四中：入学第一课讲红色校史

朝阳区委党校CBD分校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