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城市学院日前举行 “未
来号 ” 冬奥主题作品展开展仪
式， 随着三声鸣笛的响起， 陈列
在校园内的一段地铁车厢被正式
命名为“未来号”，与首都一起开
启“双奥之程”，共赴“冰雪之约”。

北京城市学院积极参与北京
冬奥会的服务保障工作， 在派出

大量开幕式演员和志愿者的同
时 ， 校内师生也持续关注冬奥
会 ， 在教学中主动聚焦冬奥主
题， 认真创作冬奥作品。 在北京
冬奥会进入最后倒计时之际 ，
“未来号” 冬奥主题作品展集中
体现了师生对北京冬奥的热情与
热望。

□本报记者 任洁 通讯员 高尚/文 刘洋/摄

北京城市学院“未来号”开启“双奥之程”

相识于 “一带一路” 结缘于河内轻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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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刘朗宇 苍靖

□本报记者 马超

织密“微网格” 凝聚“大力量”

1月13日， 中国中铁六局
以EPC总承包模式建设的越南
首 条 城 市 轻 轨 河 内 轻 轨 吉
灵——河东线落成， 这是 “一
带一路” 倡议落地的典范工
程 ， 促 进 了 中 越 文 化的交
流， 成为中越友谊的象征， 让
“摩托车王国” 跨入绿色出行
新时代。

河内轻轨吉灵———河东线
是越南第一条城市轻轨， 也是
中国目前海外首条集规范标
准、施工技术、装备材料、施工、
监理和运营管理全产业链 “中
国化” 的最大城市轻轨项目。
项目全线长约13公里， 抗震等
级8级， 共设12座高架车站和1
座车辆段 （占地约26.2公顷），
是越南河内城市轨道交通线网
中唯一一条交通主干线。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
了你一眼， 再也没能忘掉你容
颜”。 在轻轨修建过程中， 中铁
六局职工还架起一 段 跨 国 姻
缘。 2021年春节，邓延和爱人阿
红团聚在河内的公寓里， 这是
他们在越南结缘的第6个年头。

邓延是中铁六局越南河内
轻轨项目部的一名员工， 2015
年从越南河内人文社科大学研
究生毕业后就在项目担任越南
语翻译 。 在越南留学工作期
间 ， 邓延认识了自己的另一

半， 美丽的越南姑娘谢映红，
大家都叫她阿红。

邓延的越南语语言功底过
硬， 日常交流游刃有余， 然而
他并不满足于现状， 轻轨项目
专业性强， 涉及通信、 信号、
机车等多种专业设备， 他常常
加班到深夜充电轻轨工程专业
知识 ， 认真学习各种专业术
语。 邓延的工作能力和敬业精
神， 很快得到项目部和越南分
包商的认可， 也深深地吸引着
当时还是情侣的阿红。

紧跟着邓延的脚步， 阿红
毕业后也来到了越南河内轻轨

项目 ， 成为财务部的一名员
工。 两个人在工作生活和学习
中， 互相帮助、 共同提高， 也
经常给项目青年员工 “撒狗
粮”， 令大家十分羡慕。

2019年1月17日 ， 邓延和
阿红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如今
两人在河东郡买下了一套小公
寓， 可爱的女儿也马上2岁了。
“工作之余我们教她学习汉语
和越南语， 她已经能用双语进
行日常交流了。” 相识于 “一
带一路”， 结缘于河内轻轨工
程， 这份姻缘也将随中越友谊
源远流长。

1月15日， 在距离北京冬奥
会开幕20天之际， 由东城区委、
区政府指导， 北京市奥运城市发
展促进会支持， 东城区东四街道
工委、 办事处和北京金台艺术馆
联合主办的 “双奥之光 家国同
庆” 活动， 在东四奥林匹克社区
公园举行。

活动现场 ， 现任 国 际 奥 委
会主席巴赫先生的雕像正式亮
相， 与东四奥林匹克社区在2008
年创作的顾拜旦、 萨马兰奇、 罗
格三座雕像一同构成了 “奥林匹
克人物组雕”， 世界首个 “双奥
社区 ” 正式落地东城区东四街
道。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2022相约北京

惊险刺激的雪地摩托、 充满
趣味的雪地坦克、冰雪运动“人气
王”雪圈冲浪……日前，怀柔雁栖
冰雪嘉年华启动，20余个冰雪项
目精彩纷呈，迎冬奥气氛火热。

本次冰雪嘉年华以 “助力冬
奥 燃情冰雪”为主题，围绕冬奥、
科技、 趣味等元素， 设置了雪坡
区、机械动力区、雪地转转区、欢
畅亲子区四大区域。

乘魔毯到达雪坡平台， 皑皑
白雪尽收眼底， 乘坐雪圈沿雪道
顺势而下， 感受高速滑行的刺激
体验与视觉冲击……游客刘女士
说：“家门口体验一把‘网红’雪圈
冲浪，这坡度挺大，挺刺激的，太
好玩了！”玩完雪圈冲浪意犹未尽
的市民，还可以移步机械动力区，
尽情加速、甩尾，感受雪地摩托带
来的速度与激情。

不止是大人们的快乐园，冰
雪嘉年华也是小朋友冬天里的游

乐场。 雪地转转区和欢畅亲子区
设置了雪地挖掘机、悠波球、碰碰
球、雪地转转等项目。有刺激惊险
的、 也有简单有趣的……20余个
冰雪项目满足不同人群需求。

除了丰富的冰雪运动， 精心
设计的冬奥元素景观布置也让市
民享受了一场视觉盛宴。 “一起向
未来”“BEIJING2022”冰雪雕塑 ，
还有惟妙惟肖、 憨态可掬的冰墩
墩、雪容融。市民张先生说：“冬奥
临近， 我们一家人来这儿感受一
下浓浓的冬奥氛围， 共同为北京
冬奥会呐喊助威！ ”

据雁栖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雁栖镇已连续三年举办冰雪嘉年
华， 近13万市民通过体验冰雪项
目沉浸式感受冬奥魅力。 “今年是
冬奥之年， 我们以举办冰雪嘉年
华活动为纽带，点燃喜迎奥运、全
民参与的冬奥激情， 与广大市民
一起共赴冬奥之约！ ”

“李大哥， 药给您拿来了， 别忘记吃。” “柴大爷， 我一会去您家帮您激活一下电子医保。” 每天， 在
平谷区东高村镇南张岱村都能看到网格员们忙碌的身影， 他们全面了解各户需求， 帮助村民解决实际困
难。 近年来， 平谷区东高村镇坚持党建引领， 探索 “微网格” 治理模式， 统筹配置网格员， 织密织牢基层
网格， 把环境整治、 疫情防控、 文明城区创建等工作整合起来， 通过网格员落实到各户， 打造 “上面千条
线、 下面一根针” 的网格化治理体系。

“村党支部+协管员” 合力织就基层治理网络

平谷区东高村镇南张岱村村
域面积2.7平方公里 ， 常住人口
384户， 1143人 。 南张岱村结合
本村实际情况 ， 将协管员纳入
“网格员” 队伍， 建立 “村党支
部+协管员 ” 基层网格管理模
式， 将全村384户家庭， 划分为7
个网格， 由村党支部书记担任总

网格长， 各区域网格员由村两委
和协管员担任， 开展疫情防控相
关工作。 随着网格化管理工作不
断深入， 逐步将工作范围延伸到
矛盾调解、政策宣传等日常工作。

南张岱党支部书记岳志雄
说 ： “我们推动协管员队伍整
合 ， 对7名协管员的能力水平 、

业务职责、 工作量等进行分析研
判， 打破各 ‘员’ 之间原来条块
的工作壁垒， 让协管员熟悉掌握
全部村级管理服务事项， 从 ‘专
员专岗’ 转变为 ‘全科全能’ 的
多面手， 一根针穿千条线， 把上
级各项工作通过一个 ‘针眼’ 落
实到各家各户。”

摸清底数 细化基层治理网格功能

据悉， 南张岱村在7个网格
分别建立党员、 村民代表、 残疾
人、 低保户、 流动人口、 孤寡老
人、 “十小” 企业等各类人员信
息台账 ， 摸清村内各类群体底
数， 并对台账进行动态维护。 各
网格建立微信群， 方便村民与网
格员随时沟通交流， 及时为村民
答疑解惑， 精准服务群众需求。
做好主动治理， 利用微信群转发
各类惠民政策、 村级公开事项等
信息， 让村民足不出户就能及时
了解村级事务动态。

第七网格区有一位独居孤寡
老人李立廷， 因关节炎造成腿脚
疼痛走路不方便， 遇上变天老人
腿疼甚至不能走路， 网格员张国

栋、 岳新明就经常过去照看， 帮
助老人到社区卫生室拿药。 张国
栋说 ： “我们网格员都是本村
人， 熟悉村情， 时间灵活， 谁家
有事随时可以上门帮助解决， 平
时和村里人聊天的时候说说政策
信息， 村民也比较欢迎和认可。”

东高村镇推行 “村党支部+
协管员” 基层网格管理模式不仅
有效解决了协管员定岗业务单
一、 服务效率不高、 基层工作力
量不足等问题， 提升了基层治理
水平， 同时形成 “人在格中走，
事在格中办 ” 的网格化服务模
式， 切实打通服务群众 “最后一
公里”， 进一步增强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

“下一步， 东高村镇将深化
‘村党支部+协管员 ’ 的网格化
模式， 进一步探索建立多元主体
参与的综合网格， 引导各村乡贤
能人、 志愿者、 警察、 医护等人
员加入网格员队伍， 逐步探索形
成 ‘1+2+N’ 的网格化管理模
式， 即1名网格长， 每网格2名网
格员和N个村民自治力量。 细化
基层治理网格功能和服务， 做到
需求在网格中发现、 矛盾在网格
中化解、 环境在网格中整治、 安
全在网格中防范、 服务在网格中
开展 ， 实现以格织网 、 一网覆
盖 、 多方联动的 ‘全要素网格
化’ 村民自治模式。” 平谷区东
高村镇党委书记崔荩说。

□本报记者 崔欣

怀柔雁栖冰雪嘉年华启动

中铁六局职工海外建轻轨架起跨国姻缘

巴赫雕像落地首个“双奥社区”

20余个冰雪项目点燃迎冬奥氛围

平谷东高村镇一 “员” 多 “能” 织就基层治理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