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职工志愿服务在行动

□本报记者 张晶

□本报记者 任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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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

多元化利用让人防工程“活”了

“体育课不受重视”成老黄历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全面加强和
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
见》，要求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每天
开设1节体育课，广泛开展普及性
体育运动， 帮助学生掌握1至2项
运动技能。 记者近日在基层采访
时发现， 本市不少中小学的体育
教学已远远走在教育部规定的前
头， 在开足开齐体育课的基础上
做出特色，并取得良好成效。

北京小学丰台万年花城分校
秉承 “无体育不教育 ” 育人理
念， 从学生发展的角度开展各项

特色体育活动， 把普及与提高相
结合， 培养学生的运动兴趣。 在
10月28日举行的办学实践研讨会
上， 该校四到六年级的学生展示
了不同的体育技能。

据了解， 该校体育工作组由
校长刘显洋担任组长， 主管校长
和主管主任为副组长， 体育老师
为组员， 把体育工作纳入学校整
体工作计划。 体育组老师制定了
周期性训练计划， 有针对性安排
教学内容。

篮球运动是该校特色体育项
目 ， 校方先后购买近 2000个篮

球， 保证学生人手一球； 每班每
周上一节篮球课 ， 编排了篮球
操， 并成立篮球社团。 该校还相
继开设冰球、 轮滑等特色课程，
成立排球等体育社团， 保证学生
毕业时至少掌握一门运动技能。

在学校的力推下 ， 该校自
2017年至今均被评为全国青少年
校园篮球特色学校， 校篮球队多
次荣获丰台区中小学篮球比赛第
一名； 2019、 2020年被评为北京
市冰雪特色学校和全国冰雪特色
学校； 校冰球队荣获两届丰台区
冰球挑战赛第一名； 校排球队自

2017至2019年分别荣获丰台区中
小学生 “三大球” 排球比赛小学
男子第一名和女子组第二名。

像北京小学丰台万年花城分
校这样重视体育教学的学校越
来越多。 东四九条小学不仅保证
学生每天体育锻炼时间达到1小
时， 班主任还利用午休时间带学
生去操场上做运动； 朝师附小推
出课后体育锻炼1+1项目， 鼓励
家长与孩子一起锻炼 ； 丰台二
中、 鲁迅中学的体育教师还当上
了班主任。

在10月下旬举行的北京市中

学生田径运动会上， 虽然运动员
们因疫情半年无法系统训练， 依
然拼搏出2人 （队 ) 2次平2项最
高纪录、 9人 （队） 9次破5项最
高纪录的好成绩。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
司司长王登峰表示， 学校要健全
体育锻炼制度， 组建体育兴趣小
组、 社团和俱乐部， 着力保障学
生每天校内、 校外各1小时体育
活动时间， 促进学生养成终身锻
炼的习惯。 学校的体育中考将逐
年增加分值， 要达到与语数外同
分值的水平。

本市中小学特色体育教学取得良好成效

“地下长城 ” 能健身 、 读
书、 会客、 停车……10月28日 ，
记者从朝阳区人防办获悉， “十
三五” 期间， 朝阳区深入开展人
防工程 “疏解整治促提升” 专项
行动， 共计疏解整治用于住人的
人防工程380处， 实现全区人防
工程住人动态清零， 开发利用人
防汽车位35698个 ， 并通过建设
便民超市、 党课教室、 共享会客
厅等， 让人防工程 “活” 起来，
发挥其服务功能， 真正做到 “人
防为民”。

人防工程不仅是 “地下长
城”， 更是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
重要载体。 2020年以来， 朝阳区
人防办持续推进人防工程促提升
工作， 在豆各庄、 来广营、 麦子
店、 太阳宫、 奥运村、 望京、 将
台、 呼家楼、 高碑店9个街道共
新启用人防汽车库15处， 提供停
车位2984个 ， 总面积达12.94万
平方米， 通过利用人防工程建设
车位， 在确保人防工程战备效能
的同时满足了民生需求， 缓解城
市停车难题。

“原先我们停车， 在里面转
半天也找不到一个停车位， 现在
不仅停车位增加了， 周边的环境
也好了不少。” 说这话的是太阳
宫地区圣馨家园社区的一位居
民， 不久前， 该社区刚刚完成了

地下人防工程提升利用， 变化之
大居民全看在眼里。

据了解， 圣馨家园社区共有
6栋居民楼， 近年来社区内的私
家车越来越多， 小区停车位显得
捉襟见肘。 考虑到社区内人防工
程设施还未得到充分利用， 太阳
宫地区办事处发起了 “吹哨 ”，
朝阳区人防办立即 “报到”， 两
部门合力开展行动， 摸清居民需
求， 与社区、 物业沟通交流， 结
合 “疏解整治促提升 ” 专项行
动， 推进小区环境提升改造。

目前 ， 在多部门共同推进
下， 小区内的7处人防工程全部
完成清理整治， 其中一处总面积
8235平方米的人防物资库工程被
恢复利用成了地下车库， 为小区
提供了220个人防汽车位， 缓解
了居民停车难的问题。 其余6处
人防工程进行了清理整治， 恢复
人防工程原结构， 确保人防工程
具备完好的战备效能。 在整治地
下人防工程的基础上， 小区内9
处口部房也进行了改造提升， 以
便未来利用人防口部房为居民提
供更加便捷的服务。

近日， 北辰东路社区党建活
动室十分热闹， 这处利用地下空
间改造而来的党群活动室开展了
多轮社区活动， 吸引了许多社区
居民参与。 据悉， 这处地下人防

空间建筑面积391平方米， 曾经
因脏乱一度闲置 “撂荒”。 2018
年 ， 经过亚运 村 街 道 办 事 处 、
北辰东路社区党委与工程产权
单位北辰集团等部门的联合整治
和改造 ， K7地下空间旧貌换新
颜， 打造成社区党建活动室并对
外开放。

记者了解到 ， 在朝阳 ， 像
K7党群活动室这样的人防工程
利用成功案例数不胜数。 截至目
前 ， 朝阳区已成功打造亚运村
“地瓜社区一号”、 八里庄 “地瓜
社区二号”、 望京 “地瓜社区三
号”、 花家地 “花样华南”、 朝外
“吉祥公社”、 亚运村社区居民活
动中心、 双井 “青少年艺术素养
基地”、 平房 “社健—社区文体
服务中心”、 翠城馨园223社区文
化活动中心、 东风美家美库便民
仓储等一批人防亮点品牌工程，
不同的定位的人防空间提供多种
便民服务， 有调养生息的茶室和
理疗空间 ， 丰富精神内涵的书
法、 阅读空间， 也有举办讲座、
培训的学习空间， 温习党规党史
的党建空间， 练习舞蹈、 健身的
锻炼空间， 多种功能服务涵盖了
老人、 儿童、 青年等各年龄段居
民的需求， 人防空间成为群众放
松身心、 休闲娱乐和学习交流的
好去处。

朝阳区 “十三五” 期间疏解整治人防工程380处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席瑞媛

内蒙古兴和土豆端上了延庆校园餐桌
“今天咱们食堂的土豆真好

吃， 绵绵软软的。” 延庆区第二
小学一名用餐的学生说。 “这批
土豆皮薄、 品相好， 好削好切，
一看就是好土豆。” 学校餐厅厨
师说。 “地头上就把土豆卖了，
省时省力， 太方便了。” 内蒙古
自治区兴和县哈拉沟村村民说。
日前， 作为延庆区和内蒙古自
治区兴和县的对口帮扶举措之
一， 兴和县哈拉沟村的 “扶贫”
土豆乘着 “专车 ” 来到延庆 ，
“走进” 延庆区60所学校的食堂，
被端上了万余名学生和教职工的
餐桌。

这批土豆总共6.5万斤 ， 均
产自内蒙古自治区兴和县哈拉沟

村。 土豆是哈拉沟村的主要经济
作物。 2020年3月， 兴和县 “摘
帽” 脱贫， 但哈拉沟村仍有部分
村民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且大多
是老年人或者患病人口。 因为人
力物力不足， 贫困户自家产的土
豆无法运往农贸市场或市集售
卖。 “我们村离县城20多公里，
赶着牛车去县城卖 ， 实在不方
便 。 所以这些土豆就人吃 、 喂
鹅、 喂牛， 吃不完到来年坏了，
就都扔了， 看着心疼， 可没办法
呀。” 哈拉沟村村民曹淑芳说。

从2018年起， 延庆区教委就
与哈拉沟村结成帮扶对子。 去年
和今年的秋天， 延庆区教委都从
哈拉沟村购买土豆， 这些土豆全

部来自建档立卡贫困户， 是名副
其实的 “扶贫土豆”。 土豆全部
按照市场价采购， 平均促进每户
增销 1600余斤 ， 户均增收 1250
元 ， 纯收入增长近8个百分点 。
“虽然我们能做的有限， 但是购
买土豆就能解决贫困乡亲切实的
问题 ， 这些土豆摆上学生的餐
桌， 对孩子们也是一种潜移默化
的教育和影响。” 延庆区教委主
任王建军说。

走不出门的土豆有了固定销
路， 从地头上 “专车”， 热气腾
腾摆上校园餐桌， 俘获了延庆师
生的味蕾， 温暖着哈拉沟村村民
的民心， 演绎着延庆兴和对口帮
扶的温暖故事。

近日， 中建二局一公司成都分公司党委看望慰问了公司7位离退
休老党员。 活动上， 参加过抗美援朝后勤工作的88岁的张凤珍、 参加
过刘邓大军89岁的崔维立等7位离退休老党员化身 “活档案”， 带领年
轻党员回忆了分公司发展历史。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孙易豪 摄影报道

老党员化身“活档案”

搭建全员参与环保新平台

蓝色光标是一家在大数据和
社交网络时代为企业智慧经营全
面赋能的营销科技公司， 位列北
京民营企业百强第17名。 自2017
年起， 朝阳区蓝色光标志愿服务
队开始关注环保和可持续发展领
域， 逐步推行 “办公室垃圾分类
回收绿色环保志愿” 项目， 在公
司党组织的领导下 ， 由集团工
会、 企业社会责任部门、 公司行
政部门共同搭建起全员参与的环
保新平台。

“对内引导职工养成良好行
为习惯并影响身边的家人及朋
友， 从源头做到垃圾减量。” 这
是朝阳区蓝色光标志愿服务队的
初衷。 近年来， 为实现绿色环保
公益行动的目标， 服务队伍对内
做好内部资源的协调， 对外积极
寻找合作伙伴， 主动与环保行业
专业机构 、 专业人士联系并合
作， 从整体上把握项目的规划及
实施步骤 ， 并充分利用宣传渠
道， 全方面做好推广， 逐步建立
健全激励机制， 不断提升内部职

工践行绿色环保理念， 主动参与
志愿服务活动的热情。

多年来， 该服务队职工志愿
者回收处理的办公室垃圾相当于
减少碳排放量1500余吨， 服务队
伍的志愿服务足迹也已从企业内
部延伸至社区内、社会中。 2018年
起， 蓝色光标服务队还结合自身
的特点， 将目光着眼于国际环保
项目———“世界清洁日”。 作为该
项目的全国战略合作伙伴， 除组
织全国范围内各地员工参与，服
务队在活动策划、创意策略、媒体
传播等方面均提供了专业的志愿
服务， 体现了服务队伍志愿精神
和企业社会责任的践行。

2020年， 服务队在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的前提下， 按照 《北京
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的相关要
求， 继续推进办公室垃圾分类回
收志愿服务项目， 进一步加强对
内部全员的培训， 从公司办公、
员工个人生活双方面倡导 “垃圾
减量” 和 “零废弃”， 为绿色环
保公益行动不断助力。

朝阳区蓝色光标志愿服务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