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灯亮了， 感觉春
节马上就要来了， 特别期
待。” 春节日益临近， 北
京2023年春节和元宵节期
间景观布置基本到位，灯
光秀、 户外电子屏等点位
进入调试阶段。春联福字、
灯笼灯饰、 景观小品、 夜
景照明及AR灯光秀……
北京市街头巷尾华灯璀
璨、 流光溢彩， 浓浓的年
味儿已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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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边磊

新春将至， 朝阳区将台地
区一家京客隆超市内， 喜气盈
盈， 热闹非凡。 这边， “将小
爱 ” 志愿者们和面 、 拌馅儿 、
擀皮儿， 为团圆的饺子忙得不
亦乐乎； 那边， 地区书法协会
的多位书法 “大拿 ” 挥毫泼
墨， 为 “两新” 群体、 居民写
福送福； 现场还有来自爱心企
业的法律援助团， 忙着解答各
类法律咨询……朝阳区将台地
区携手多家爱心企业、 爱心组
织和爱心人士等开 展的 2023
“将小爱 ” “中国慈善 ， 京年
京味” 活动火热进行。

据了解， “将小爱” 是将
台地区于2021年11月发布的党
建品牌 ， 通过 “关心一群体 ，
凝聚一条心 ， 成为一家人 ” ，

倡导将台人传递温暖 、 关爱 ，
形成合力， 共建美好家园。 在
不断的探索中， “将小爱” 创
新拓展了暖心驿站、 掌上e站、
社工站、 慈善站、 公益专项基
金 、 公益寓站 、 小爱空间站 、
慈善空间站等内容， 并邀请了
中国狮子联会北京代表处加
入。

尤其在疫情防控工作中 ，
在地区工委办事处领导的带领
下， “将小爱” 公益专项基金
将物资送到地区的一个又一个
社区 （村 ）， 向广大一线社区
工作者传达 “将小爱” 的关怀
和支持， 从关爱新九类人群到
倡导人人做公益 ， “将小爱 ”
工作不断拓展深入， 是将台地
区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创新 ，

也是将台在探索新业态、 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群体党建工作方
面推出的新举措。

除了在活动现场能吃到热
气腾腾、 唇齿留香的饺子之外，
为了将这份爱传递给更多的人，
特别是辖区内高龄、 空巢、 孤
寡等老人， 志愿者们将刚出锅
的饺子迅速打包， 从4个会场出
发， 以最快的速度， 将饺子送
到辖区独居老人 、 失独家庭 、
困难群众等特殊群体手中。

此次活动分为 1个主会场
和 将 府 家 园 社区 、 芳园里社
区 、 驼房营北里社区3个分会
场。 主会场共包含 “京年京味·
点将纳福” “京年京味·春映光
影” “京年京味·飘香沁心” 等
8大主题。 新春佳节到来之际 ， 西城

区推出以 “中轴+” 为主题的三
大特色活动和六大板块系列活
动， 活动从1月17日起持续至正
月十五， 共计200余场。

其中 “中轴+” 非遗即 “北
京中轴非遗潮荟”， 活动于1月19
日、 20日在谦祥益内举办。 谦祥
益地处中轴线重要位置， 已有近
200年历史， 是国家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目前， 谦祥益刚刚完
成整体修缮工程。 活动当日会有
剪纸、 木版年画、 彩砂、 核雕、
北京彩塑、 面塑、 金氏风筝、 彩
蛋绘制、 葫芦烙画、 写福字等非
遗艺术展览和售卖 ， 相声 、 快
板、 京韵大鼓、 西河大鼓等非遗
演出， 还有文创市集。

“中轴+” 科技即首条以中
轴线为主题的数字文化探访线路
在春节前全景式亮相， 市民可以
通过最新的科技， 体验什刹海的
不同风情 。 线路共设置皇城北

门、 什刹前海、 火神灵阁、 澄清
上闸、 钟鼓楼前、 万宁古桥、 紫
禁之巅等七个打卡点位 ， 形成
“七星连珠” 之势。 市民、 游客
们只需在现场用手机免费下载专
用APP， 跟随萌宠讨喜的镇水小
神兽 “水灵龙”， 走近不同历史
时期的中轴线， 感受 “活” 起来
的中轴线文化。

“中轴+” 文创即 “西城礼
物新春购”， 选取几大品类在线
上线下供市民挑选 ， “西城礼
物” 系列产品正式亮相。

六大板块庆新春活动包括好
戏连台闹新春 、 文化惠民贺新
春、 玩转冰雪嬉新春、 琉璃厂里
送文化、 书香为伴过大年、 博物
馆里寻年味。 节日期间， 西城区
针对不同领域、 不同群体设计项
目、 开展活动， 提高节日文化活
动的参与性、 互动性、 观赏性、
教育性、 娱乐性， 让广大市民共
享一场文旅盛宴。

□本报记者 崔欣

围绕 “住行游购娱”
装点 “家门口” 景观

“今年春节和元宵节期间的
景观布置， 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为主题， 着力营造欢乐
祥和 、 喜庆热烈的景观氛围 。”
据市城市管理委广告处处长南斌
介绍， 今年全市共悬挂灯笼灯饰
及各类装饰22万余件， 布置缠树
灯约130万延米， 设置景观小品
近600处 ， 装扮过街天桥78处 ，
布 置 户 外 广 告 设 施 200余 处 。
“让在京过年的市民充分感受到

城市的温暖， 让坚守在服务岗位
的快递小哥、 外卖骑手、 环卫工
人有融入感、 幸福感。”

景观布置突出群众身边的浓
厚年味儿。 围绕与市民生活息息
相关的“住、行、游、购、娱”几个方
面进行景观布置， 在全市大街小
巷、居住小区、公园景点、商圈、产
业园区等重点区域，采用挂灯笼、
贴春联、贴福字、插彩旗、贴窗花
等形式，装点“家门口”景观，传递
春节传统文化，形成“红红火火过
大年” 的节日景象。 同时， 扮靓
市民出行的车站、 机场以及地铁
等交通枢纽周边 ， 布置景观小
品， 装点了福字、 生肖等节日元
素，将新春祝福带给每一位出行、
回家的市民群众， 增添欢乐祥和
的喜庆气氛。

“传统+科技”
京城年味儿时尚感十足

在朝阳区神路街， 随着景观
小品 “朝阳锦绣” 的点亮， 装置
上的 “蝴蝶” 翩翩飞舞。 该装置
利用剪纸艺术、灯笼等元素，将传
统文化与北京标志性建筑鸟巢、
水立方、北京朝阳站等巧妙结合，
展现喜庆祥和节日氛围的同时，

也体现了朝阳区的高速发展。
此外， 今年春节期间， 朝阳

区首次在奥林匹克塔、 大望京建
筑群组、 CBD区域等重要商圈推
出精彩绝伦的科技AR秀， 呈现
“奥运塔上京鼓鸣” “幻境画卷
大望京” “时空之镜CBD” 等五
个场景， 多点位、 全区域展示节
日璀璨亮丽的夜景景观。 除了到
现场欣赏灯光秀， 市民在家里拿
起手机就能 “云端” 观赏。

“今年春节， 京城景观布置
形式内容十分丰富。” 不仅充分
运用灯笼、 中国结、 福字、 生肖
兔、 彩旗、 花灯、 京剧脸谱、 风
筝、 冰雪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还运用5G、 AR、 光影等创新技
术， 适度采用声光电等创新布置
形式 ， 展现电子烟花 、 电子年
画、 民俗文化等节日元素。 “渲
染春节喜庆气氛的同时， 点缀的
现代潮流的科技元素体现了时尚
感、 科技范儿。” 南斌说道。

打造金 “十字轴” 景观
彰显文化亮点与区域特色

今年春节， 北京市各景点商
圈精细做好活动场所周边布置。
通过景观小品 、 灯笼灯饰等装

饰， 继承弘扬北京冬奥精神， 突
出浓浓年味中的冰雪文化， 展现
北京地域文化特色， 增添中国年
的味道。

在东城区王府井、 西城区西
单、 朝阳区三里屯和蓝色港湾等
重点商圈， 开展节日装扮， 布置
多元特色景观， 呈现传统文化的
生机活力， 打造地道、 温馨的中
国年。 围绕朝阳区奥林匹克中心
区、 石景山首钢园区等特色产业
园区突出科技、 文化元素， 加大
创新力度 ， 增强市民群众体验
性、 互动性， 彰显喜庆热闹的节
日气氛。

同时， 今年重点做好区域特
色节日布置。 长安街及其延 长
线 、 中 轴 线 及 其 延 长 线 采 用
中国结 、 大红灯笼及缠树灯等
布置形式， 打造传统的金 “十字
轴” 景观， 展现首都文化底蕴和
时代形象 ； 做好二环路 、 三环
路、 平安大街、 崇雍大街、 中关
村大街、 朝阜路、 两广路、 西单
南北大街等 “五横六纵三环” 道
路景观布置， 以线带面营造整体
节日氛围； 在故宫周边、 “三山
五园” 地区、 城市副中心行政办
公区等重要区域 ， 布置内涵丰
富、 形式多样的城市景观； 在通

州大运河、 八达岭长城、 龙庆峡
等区域， 将景观布置与山体、 河
岸、 水系相融合； 在主要路口 、
广场等重要节点设置艺术性、 观
赏性的景观小品 ， 形成主次分
明、 布局合理、 气氛热烈的整体
效果。

“利旧焕新”
增添 “新” 味道

为了践行勤俭节约、 回收利
用的环保理念， 今年的景观布置
还最大程度遵循了 “利旧 ” 原
则， 充分利用往年景观布置的景
观小品 、 灯笼灯饰 、 部件材料
等， 通过变化布置点位、 更换布
置元素、 增加灯饰投影等方式，
为节日景观布置增添 “新 ” 味
道。 西城区白纸坊桥东南角景观
节点， 利用去年花窗作为背景，
将京剧元素与新春生肖融合， 打
造 “京剧兔” 主题形象， “京剧
兔” 提笔挥墨， 点亮花窗， 写福
字， 送祝福， 迎新春。

全市景观布置1月21日正式
进入运行保障阶段， 按重大节假
日等级开启景观照明设施， 期间
加强巡查维护， 始终保持景观布
置效果良好、 运行安全。

22万余件灯笼灯饰“扮靓”京城
京城年味儿已拉满

□本报记者 孙艳

临近年关 ， 节日氛围浓
郁 ， 为了让老年人过一个健
康、 祥和、 团聚的春节， 大兴
区卫生健康委从问题导向出
发， 提前开始布局， 开展老年
群体节前健康体检活动， 组织
了全科医生、 内科、 老年科的
骨干医生走访养老助老机构。

“我们从人员流动的重点
区域和场所入手， 抓重点、 防
重点， 尤其是敬老院、 养老驿
站等养老助老机构是预防交叉
感染的重点区域 。” 大兴区卫
健委主任李爱芳介绍。

据了解， 1月16日开始， 大

兴区采育镇、 西红门镇等卫生
院已经陆续开始了老年群体的
节前健康体检和健康教育工
作。 在西红门青檬护养中心，西
红门医院院长王彩霞详细逐一
询问了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和返
家过年情况， 与同行的医护一
道为老人们做了健康保健服
务， 并叮嘱老年人要“勤洗手、
勤通风、 戴口罩、 打疫苗加强
针”等健康防疫的知识。

发挥家医签约、 签而有约
的实际效能， 发挥医养联合体
协作优势，强化 “保健医生+专
业医生”对接，强化远程诊疗的

能力，春节期间加强针接种“不
打烊”、做好上下转诊准备，提前
小分子药储备……一系列有力
的举措，在大兴区卫健委的统筹
协调下，正紧锣密鼓在全区一级
医院和养老机构间频繁互动。

大兴区卫健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在春节前后，大兴区还将
以健全传染病预警机制为抓
手，加强新冠重症的早期发现、
治疗和分流。 同时，联合属地或
行业部门，加大对老年人关心服
务力度，落实“上门服务、绿通转
诊、长期随访”等重点服务，为养
老机构筑起坚实防疫屏障。

西城区200余场活动邀您一起过大年
感受“中轴魅力” 共享文旅盛宴

□本报记者 陈曦 通讯员 安格 文/摄

“将小爱”八大主题闹新春

节前健康体检 为老年群体构筑健康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