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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新外环示范小城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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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任任洁洁

在首都国庆群众游行的36个
方阵中， 最后一个缓缓走来的是
由5000人组成的最大方阵 “祖国
万岁”。在青春、阳光、优雅的舞姿
引领下，鲜花、欢呼、鸽群接踵而
至，群众游行活动达到最高潮。

据北京市教委副主任、 新闻
发言人李奕介绍， “祖国万岁”
方阵是群众游行队伍中最大的方
阵， 其中有来自朝阳区的2000名
中学生、 2000名大学生和1000名
来自老教协等单位的群众代表。
方阵在最后的欢愉爆发环节没有
训练， 成员的跳跃、 陶醉、 笑脸
和欢呼都是自由地表达和抒发。

当压轴的 “祖国万岁” 方阵
出现时， 排头位置的70人国标舞
团队身着华服， 大气优雅地带领
着5000余人方阵缓缓向天安门城
楼舞动， 这是国庆群众游行史上
首次在天安门城楼前大规模跳起
“华尔兹”， 欧洲起源的国标舞成
为我国新时代开放包容的缩影。

北京舞蹈学院国标舞系主任
韩美玲介绍， 为了呈现这一独特
场景， 从今年6月接到任务 ， 北
京舞蹈学院便开始紧锣密鼓地编
排舞蹈创意， 编排方案前后修改

十多次， 将1分40秒的舞蹈做到
精益求精， 国标舞系大二至大四
学生则放弃暑假全员上阵。

“天安门广场场地非常大 ，
同学们在自身的步幅要求上要比
平时大很多。 经过测算， 每人一
步迈出去， 大概需要近1米， 大
迈步的同时还要保持舞蹈动作的
标准， 付出了很多努力。 平时学
生是在室内的木地板跳， 广场上
的地面跟木地板相比摩擦力太
大， 所以我们为他们特制了一种
外形类似旅游鞋但足弓位置更高

的鞋 ， 方便孩子们在广场上跳
动。” 韩美玲说。

今年5月， 冯龙和几十位同
学一起在相当于国标舞界 “奥林
匹克运动会” 的英国黑池舞蹈节
上夺得团体舞冠亚军， 载誉归来
后接到参加国庆游行的任务， 感
到非常自豪。 虽然掌握舞蹈动作
对他来说没有很高难度， 但是这
次活动的场地对于技术要求、 步
伐距离都与平时不同， 他们必须
一丝不苟地不断训练， 一遍一遍
与舞伴磨合才能达到要求。 “这
次代表国家、 代表集体的荣誉，
不容有失， 自己必须做到最好。”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穆军升 文/摄

民盟医疗专家为环卫工人送健康
□本报记者 崔欣近日， 来自中日友好医院 、

北京安贞医院和北京积水潭医院
等多家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来到
朝阳区安贞街道， 举行了 “学雷
锋 送健康民盟医疗专家公益行”
暨 “政协委员进社区” 安贞专场
大型公益活动， 把健康送到环卫
工人的身边。

从分诊到诊治、 血压测量 、
心电图、 超声、 颈椎和腰椎手法
按摩、 耳穴贴敷等检查和治疗，
义诊紧张又有序地进行。 专家们
尽量做到让每一位前来就诊的环
卫工人享受到 “家门口” 优质的
医疗服务， 同时让他们及时了解
到自己的身体状况， 得到及时的
诊治与疾病的预防。 环卫工人王
大姐最近感觉到颈椎不舒服， 特
地来请医生诊治。 她说： “我每
天5点半起床， 要赶在大伙出门
前清扫完道路垃圾， 已经坚持两
年了 。” “秋季是疾病高发期 ，

环卫工人早出晚归， 他们付出了
很多的心血和汗水， 这次给一线
的环卫工人送健康， 就是要营造
共同维护城市环境卫生， 尊重理
解、 关心支持环卫工人的良好社
会氛围。”

据民盟北京市委副主委张振
军介绍， 此次义诊是学雷锋送健

康民盟医疗专家公益行活动的第
11站， 也是政协委员进社区系列
公益行活动的第4站。 “环卫工
人为了城市的整洁， 早出晚归，
非常辛苦。 这次民盟医疗专家爱
心公益活动只是一个好的开端，
一定会引领更多的爱心人士， 关
爱一线的环卫工人。”

10月9日 ， 记者从住总集
团获悉， 位于京津冀都市圈中
心地带的小淀示范小城镇三村
安置区项目已经启动 。 不久
的未来， 这里将有2.4万余名村
民喜迁新居， 进一步提升生活
品质。

北京住总集团副总经理周
泽光表示， 北京住总集团早在
2009年就进驻天津市场。 “住
总武清模式” 被北京市委市政
府确定为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
践行者 、 探索者 ”， 先后将此
模式复制到天津北辰区、 宝坻
区等区域， 为天津市城市建设
和百姓民生贡献力量， 百姓赞
誉不断。

据介绍， 由北京住总集团
下属单位津辰公司建设的小淀
示范小城镇， 处于天津北部新

区核心区域， 是连接京津两个
特大型城市的重要走廊。 未来
5—10年 ， 这里将有11条轨道
交通逐步落地， 形成连接京津
冀、 辐射华北、 通达全国的路
网骨架。

本次开工建设的三村安置
区项目， 分为四个居住安置地
块 ， 规划建设总建筑面积约
122.7万平方米。 其中， 还迁住
宅66.1万平方米， 长远生计用
房22.6万平方米， 非经营性公
建5.7万平方米 。 安置 区 配 套
建设社区服务 、 幼儿园 、 小
学 、 托 老 所 及 市 政 设 施 等 。
该 项 目 建 设 将 惠 及 刘 安 庄 、
赵 庄 、 小 贺 庄 3 个 村 庄 、
24000余名农民的还迁安置 ，
极大改善农村面貌， 提升农民
生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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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人在无伴奏状态下直接找到首支歌曲的音准、大规
模旗舞表演首次在天安门广场上展示、长安街上首次跳起大
规模“华尔兹”……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系列
活动中， 首都教育系统承担了重大任务。 记者10月1日从市
教委了解到， 从广场合唱团到情景式表演 “同心追梦”， 从
“立德树人”方阵到“祖国万岁”方阵，首都教育系统历经近百
天的严格训练， 终于在十一当天完美呈现， 接受党和国家
领导人的检阅， 向国内外展现出首都人民的活力和风采。

26方阵 “立德树人” 由北
师大校本部师生1032人、 北师
大附属实验中学师生 400人 、
市委教育工委组织的首都 “大
中小幼特” 学校师生800人共
2232人组成， 代表首都乃至全
国教育系统参加群众游行。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学生工
作部部长王洛忠表示， 佩戴党
徽上训练场是26方阵对所有参
训党员师生的必备要求。 集训
中的点滴给参训师生带来生动
鲜活的爱国主义教育， 训练期
间 ， 师生积极撰写入党申请
书 、 思想汇报 、 理论学习心
得， 音乐表演、 群众联欢和志
愿服务日记，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已收到参训师生思想汇报
1400余篇， 入党申请书72篇。

除了上述几项任务外， 首
都教育系统还有大量师生参与
到国庆70周年庆祝活动的其它
环节中。 市教委主任刘宇辉同
时作为第五分指挥部的总指
挥， 亲历并见证了师生排演的
艰苦过程。 第五分指挥部自7
月20日启动训练演练以来， 70
个日夜背后凝聚着7300名参演
师生和200名工作人员的心血
与付出， 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首
都青少年热爱祖国的真挚情
感、 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自
强不息的意志品质。

“通过这次国庆活动 ， 我
们从这些青少年身上看到了新
时代大学生和中小学生体现出
来的精神品质， 他们是我们国
家乃至每个小家庭未来的憧憬
和希望。” 李奕透露， 国庆后
将陆续收集整理师生参与国庆
活动的心得体会和感受， 将组
织师生参训过程转化为爱国主
义教育的生动课程。

（北京教育新闻中心供图）

群众游行中的情境式表演三
“同心追梦” 是由2019名中小学
生组成的行进管乐方阵， 他们在
长安街上进行了3分10秒的表演，
创造了此次国庆群众游行中平均
年龄最小 、 表演时间最长的记
录， 大规模的旗舞表演更是首次
在天安门广场上展示。

他们分别来自海淀区的35所
中小学， 年龄最小的只有8岁，年
龄最大的14岁。据编导齐鑫介绍，
方阵以《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的曲子来编排整个队形表演，通
过视觉、音乐、乐队演奏、起舞编

排等，呈现出这首曲子的内涵，起
到预示祖国未来的作用。

齐鑫告诉记者， 这次的表演
不再像往常只是挥动旗子， 而是
加入舞蹈动作。 “标准旗起舞表
演训练难度很大， 参与的306名

同学中五分之四是零基础， 他们
训练得非常辛苦。” “同心追梦”
方阵执行导演赵一涵介绍， 面对
1.65米长的旗杆 ， 学生们7月份
开始从最基础的握旗练起， 慢慢
学会抛旗不接 ， 再到抛旗两周
半， 最后完成抛旗两周半并接住
的动作。

3000人无伴奏合唱拉开序幕

“立德树人”方
阵集训收到千封思
想汇报

首首都都师师生生四四大大亮亮点点
点点燃燃国国庆庆群群众众游游行行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10月1日上午， 在阅兵仪式
结束后，9岁女孩武俊极和其他三
位少先队员天籁般的童声从天安
门广场国旗杆下徐徐传出，8名指
挥在他们身边同时扬手， 由3000
名来自首都各大学、 中学的学生
组成广场合唱团， 以一曲无伴奏
合唱拉开群众游行的序幕。

除了四位小领唱， 21名分指
挥成为3000人合唱团顺利完成演
唱任务的关键， 他们是经过首都

师范大学三次校内考核才最终确
定的， 年龄跨越6个年级， 从大
二至研三。 8名指挥的动作犹如
有一根无形的线同时牵动， 手臂
的高低、 角度、 力量， 乃至肢体
语言和表情几无差别 。 指挥台
下， 另外13名分指挥按照预定程
序随时登台替换， 以保持指挥者
100%的精力和情绪。

首师大音乐学院指挥专业的

研究生芦雅晨是21名分指挥之
一， 她接受了顶尖专家超过600
小时的培训。 “我们专业招生特
别少， 21个人中只有7个是指挥
专业的， 另外14人是声乐、 教育
方向的， 没有指挥基础。 几个月
训练下来， 他们如同是在大学里
多学了一个专业。”

国庆70周年分指挥训练与合
唱总指挥李刚教授介绍， 在全部

3000名合唱团成员中， 包括来自
各金帆艺术团的童声演员在内系
统学过音乐专业的只有200人左
右， 另外2800人是有一定音乐素
养、 参与各学校合唱团的音乐爱
好者。 如何将3000人对于乐曲的
理解统一到一致层面， 对于指挥
是一个巨大考验。 在广场合唱团
演唱的全部18首作品中， 第一首
需要3000人在无伴奏状态下直接
找到音准， 很考验北京学生们的
合唱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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