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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倩）“军爱民、

民拥军、军民鱼水一家亲。”为丰富
我区驻区部队官兵的文化生活，区
文委联合区双拥办共同开展了文化
进军营系列精品演出活动，为区公
安消防支队、66446部队送去精彩
的文化大餐，也是为我区再次被评
为全国双拥模范城，成功实现“三连
冠”之后奏响的双拥新乐章。

“今天能来到军营慰问演出特
别激动，这里的氛围特别好，走在战
士中间丝毫没有距离感，就像自己
的亲人一样。能为战士们歌唱，我
的心中有说不出的感慨，只能用歌
声尽情挥洒。”表演者下台后激动地
说。

演出当中，节目丰富多彩，内容
欢乐祥和，既有官兵喜爱的军旅歌
曲，又有精心编排的舞蹈、魔术、民
族器乐类节目，赢得了官兵们阵阵
掌声，尤其是战士与演员同台献艺
时，把演出推向了高潮。整台演出
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昂

扬向上，为官兵们送上了一份亲人
的祝福，也让战士们在紧张的训练
之余放松了心情，增强了凝聚力战
斗力，充分展示了军民鱼水深情，抒
发了军民团结一心谋发展，凝聚力
量促和谐的共建情怀。

一位参与演出的新兵说：“参与
表演是想留一份在这里的回忆。今
天有幸和专业演员同台，我们一定
会带着这份美好的祝福，认认真真
训练，踏踏实实当兵。”

“我们要将最好的演出送到军

营，能真正地为战士们带去祝福。
也希望我们挑选的文艺节目能深入
战士们的心中，贴近他们的生活，真
正地为他们服务。”区文委相关负责
人说。

据了解，文化拥军是双拥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区文化建
设的一大特色。近年来，区文委在
双拥工作中围绕大局、创新品牌、强
化服务、突出特色，在挖掘弘扬红色
文化、丰富文化拥军内容、拓展文化
共建平台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富有实
效的工作，为推进军民深度融合实
现双拥工作跨越式发展添砖加瓦。

据统计，2012年至2015年，全
区文化系统共为驻区部队送专场演
出17场，送展览4场，放映公益电影
1628 场，配置、更新图书 7.5 万余
册。下一步，区文委将继续组织文
化馆、影剧院、图书馆等相关单位为
部队送去更多优秀的文化项目，将
文化双拥落实在实处，让文化奏响
拥军新乐章。

本报讯（记者 屈媛 实习记者
苑辉）又是一年苹果成熟时。9月
26日，北京益农缘生态农业专业合
作社举办“品味雁翅红苹果，共建益
农新家园”第六届苹果文化节在我
区雁翅镇拉开帷幕。我区第一家电
商体验店也正式揭牌营业。游客在
这里既能够品尝到雁翅当地的特色
农产品，还可以进行线上、线下订单
刷卡支付，享受到便捷的互联网消
费和配送服务。

本次活动本着“做给农民看，带
着农民干，帮助农民赚”的服务宗
旨，通过把农民组织起来，大力发展
生态循环农业、休闲观光农业，创新
发展农耕文化、果园托管模式，提升
了雁翅苹果的附加值，使加入合作
社的果农得到了收益，受到了广大
农民的称赞。更多的农民纷纷要求
加入合作社，努力提高做到了“土地
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

真正地按照合作双赢。
京西农优网 CEO胡辉告诉记

者，在果园内是没有电、没有网的，
如果采摘者想更多地了解园区内的
信息，就会很困难，基于这样的情
况，我们就结合手机的蓝牙的技术，
和微信的数据打通，经过我们自己
的升级改造，制作出一个不需要电，
且传输范围在500米范围内的，消
费者在园区内通过手机微信摇一摇
的功能了解园区内苹果的涨势、苹
果的品质，以及果园所在的位置，都
可以通过手机发送朋友圈的方式进
行。现在已经基本做到一个园区内
布设2到3个生态小盒子就可以覆
盖整个园区，让更多的消费者在园区
内能够享受生态小盒的特殊功能。

我们这第一家电商体验店主要
是想留住来山里的客人，电商体验
目前有四大功能，首先让顾客到店
可以品尝我们自己的苹果、鸡蛋等，

其二是可以观看园区内的情况，了
解更多产品的信息、资料，第三是做
到线上、线下的数据打通，线上可以
直接下订单，在我区城区内完成闪电
发货配送，最后实现O2O的模式，线
下商品也可以完全使用手机支付。

据了解，今年，益农缘合作社的
苹果喜获丰收，总产量达到200万
斤。为加大营销力度，合作社调整了
营销思路，采用电商、超市快递一站
式服务到家模式，确保使农民增产又
增收。此外，合作社还与京西农优网
开发了生态小盒子，将这种盒子挂在
果树上，游客通过手机摇一摇功能可
以与其进行连接，了解到这个采摘园
里苹果的长势、品质以及所在的位置。

“今年的销售模式我们邀请了博
士后专家，利用三网+三农的形式开
了电商体验店，使顾客足不出户就能
买到我们的商品，我们通过有机管理
增加产品的口感，也让农民可以卖个

好价钱。生态小盒实现了在家就可
以下订单买产品，里面还会有小游戏
供购买者玩，过关之后还会收到我们
的小礼品，通过这种形式带动促销。
通过生态小盒子，让更多的人来到果
园采摘，更多的人来认养果树，从而
促进消费者和果农的感情。”北京益
农缘合作社理事长寇红艳说。

与此同时，为推动合作社集约
高效高端发展，益农缘又发起了农
业休闲观光的巾帼科技汇，把更多
的农家姐妹组织起来，把更好的农
副产品整合起来，通过电商体验销
售，整个资源，联手协同发展，是进
一步帮助果农通过活动带动促进销
售，提高农耕果品文化，帮扶更多农
民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问题，同时提
升农民转变观念，参与互联网营销
战略，共同走向致富道路，在稳中求
进、改革创新、精准帮扶中实现更大
的经济收益和社会受益。

本报讯（通讯员 任海濛）为弘
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的精神
家园，近日，区文联民间艺术家协会
在黑山小学举办“传统文化进校园”
活动。

活动中，蝶翅画、剪纸、串珠、泥
塑等 13项民间艺术走进校园，现场
气氛热烈，秩序井然，黑山小学 12
个班400余名师生参加活动。

通过此次活动，丰富学生们的
课余生活，使学生可以进一步了解
民间艺术，亲自动手学习制作，加深
对传统民间艺术的热爱，使传统文
化深入孩子们的心灵。

本报讯（记者 李倩 通讯员 张
希）无照无证餐饮的治理是今年全
市开展的一项重点工作，也是国家
卫生区创建的一项工作内容。由于
该问题成因复杂,也是城市建设和
管理中的长期形成的一项顽症痼
疾，需要花大力气认真研究，逐步解
决，更需要除食药局之外，工商、环
保、城管、卫生、安监、消防等部门以
及属地政府的齐抓共管。

记者了解到，在市场周边会有
无照无证餐饮小店，小区楼下也会
见到无证的早点摊、烧烤摊等，这些
餐饮小店保证不了食品的安全卫
生，对周围环境也造成一定的影
响。对此居民纷纷表示，此类餐馆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会看到有虫蝇在
食品上乱飞，卫生不过关，对食品安

全健康没有保障，不能放心购买。
为有效解决我区无照无证餐饮

单位，从根部清理，区食药监局加大
力度，集中整治，举全局之力投入此
项工作，在保证日常工作正常开展
的基础上，将执法人员分成5个小
组，对大峪、龙泉、永定、城子、东辛
房地区开展拉网式检查，保证全面
覆盖，不留盲点。

据悉，此项工作开展以来，累计
出动检查人员13958人次，检查各
类餐饮服务单位468家，取得成效，
有效地查处了200余家无证单位。
同时，针对不同的餐饮单位，采取了
不同的管理手段，使辖区餐饮单位
卫生安全状况得到了有效的管控。

记者了解到，对于“照证齐全”的
餐饮服务单位，在前期工作的基础

上，要求其务必将《营业执照》、《食品
经营许可证》，以及从业人员健康证、
量化分级标牌上墙公示，配备完善的
防蝇防鼠设施，保持后厨卫生整洁，
并督促其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法》的
规定合法合规经营。对于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和相关要求的无照无证餐
饮单位，要求其在经营场所的醒目位
置张贴《限时管理备案表》，表中明示
无照无证的原因，并公示拟纳入限时
管理单位的场所等级和管理等级。

对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无
照无证餐饮单位，坚决予以关停，已
协助区城管执法局将户外广告牌匾
全部摘除。另外，为避免治理工作
反弹，还将与龙泉镇、永定镇、大峪
街道办事处积极沟通，由属地政府
分别雇用10名保安人员派驻区食

药所，协助食药所干部加大巡查力
度，保证无证无照治理工作有效果
有成绩。

“楼下的小商贩都没有了，每天
都能看到保安人员来回巡逻，得到
了有效控制，环境卫生也提高了。”
社区居民说。

相关负责人表示，无照无证餐饮
经营单位治理工作是全市综合整治
的重点。下一步工作中，将继续加大
巡查力度，面对工作中的难点，积极
研究商讨，与相关部门共同研究，及
时出台相应的文件和措施。同时，加
大宣传力度，积极发动群众力量，大
力营造全社会共同抵制、打击无证无
照经营的良好氛围，对于居民提供的
消息会认真调查，一经查出，会立即
查办，确保专项治理的顺利开展。

精品演出进军营精品演出进军营 奏响拥军新乐章奏响拥军新乐章

电商助推果农营销市场

我区加大对无照无证餐饮单位治理工作力度

灵水举人村
“十一”期间活动多

本报讯（记者 姚宝良）“十
一”期间，斋堂镇灵水举人村的
特色文化活动将邀请众多艺术
家携带自己的艺术品亮相灵
水，并现场制作与游客互动。
同时还准备了备受游客们欢迎
的举人棋、灵水大碗茶及灵水
村特色美食。

匠心独具汇灵水
“十一”期间，区民间艺术

家协会多位艺术家将携带作品
亮相灵水。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民间
艺术家协会相关负责人研发创
造的蝶翅画、羽毛画色彩斑斓，
作品题材广泛，多次参加国际
交流。此外还有曹正阳的折
纸、卷纸画及王会萍的剪纸艺
术等。

灵水举人棋
灵水村的村民从小就受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
教育，读书风气浓厚。灵水村
人将这种风气做成了一种棋，

作为当时教育子弟们读书上进
的一种游戏，其形式类似于“升
官图”。

灵水举人大碗茶是灵水一
大特色，是用黄芩茶冲泡而成，
具有清热解毒、降脂、降压、利
尿、镇静、利胆、保肝等功效。
在国际徒步大会期间，灵水举
人大碗茶受到众多国内外友人
们的喜爱。

举人文化特色美食
民以食为天。在品尝过

众多江南海北的美食之后，可
以来灵水举人村品尝下独具
举人风味的特色美食，这里的
食物除了色香味美外，每道
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故
事。

灵水举人村青砖黛瓦，参
天古树，碧空如洗，云淡风轻，
让您在享受古村落安宁、惬意
的同时，还能感受到举人村的
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和悠久的
历史文化底蕴。

民生社区
迎国庆秋季趣味运动会举办

本报讯 近日，城子街道民
生社区在原社保所院内举行迎
国庆秋季趣味运动会。本次趣
味运动会旨在丰富社区生活，
传递运动精神。

社区广大党员群众参加到
活动中，运动会在踢毽环节正
式拉开帷幕，场地内充满欢声
笑语。

“此次活动的举办，使我们
大家可以聚到一起运动，在比
赛的同时达到了锻炼身体的效
果，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切

实感受到了温馨的社区生活。”
社区居民说。

此次趣味运动会项目丰富
多彩，根据居民及老年人的身体
特点，设置了飞镖、踢键、跳绳、
扔沙包、夹球等比赛项目。居民
各自分项目展开了角逐，场上气
氛充满活力，充分展现出社区居
民良好的精神状态，既丰富了精
神文化生活，也为社区老人搭建
了一个相互沟通的平台，达到在
娱乐运动中锻炼身体的目的。

民生社区/供稿

门城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开展卫生健康科普知识竞赛

本报讯（记者 李倩）日前，
在《结核病防控科普知识》大课
堂讲座的基础上，区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组织了琉璃渠居委会
的居民们开展了“防控结核病
从社区做起”卫生健康科普知
识竞赛。

参与竞赛的10名选手分成
5组，每组2人，按照抽签决定竞
赛台号，竞赛环节分为选手必
答题和抢答题及观众答题。每
位选手2道必答题，此环节主要
考察选手们结核病基本知识，
诸如结核病因、传播途径、规范
治疗、常用药物、日常消毒、预
防传播、传染病分类等知识点
的掌握情况。抢答题共10道，

此环节紧张刺激，不但考察知
识积累，更体现选手的场上应
变能力。经过两轮紧张激烈地
角逐，最终5号台选手史丽锦和
李朝霞获得竞赛一等奖。

此次竞赛，提升了社区居
民防控结核病的意识，使大家
认识和了解了结核病的危害，
做到主动防控结核病，也引导
居民自觉遵守和执行《传染病
防治法》和《结核病防治管理办
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减少人群
传播。提高了居民健康素养，
帮助居民建立健康生活方式，
降低结核发病率，也提高了医
务人员传播健康知识的能力，有
效提升了社区结核病防控水平。

民间艺术家进校园民间艺术家进校园

城子街道
组织社会化退休人员健步走

本报讯 (通讯员 褚非)近
日，城子街道社保所举办了“我
健康、我环保、我快乐”社会化
退休人员健步走活动，丰富城
子地区退休人员的晚年文体生
活，展现退休人员积极向上的
精神风貌，倡导全民健身，践行
环保生活。

在门城湖公园永定楼前，
社区管理退休人员们先是合影
留念，然后沿着永定河，开始了
2.5公里的健步里程。他们带着
统一的帽子和胸牌，个个精神

抖擞，神采飞扬，浩荡的队伍如
一条长龙，成为永定河一道靓
丽的风景。在健步走过程中，
他们还拿出手机，记录下这一
精彩瞬间，切身体会健步走带
来的轻松与快乐。

通过健步走活动的开展，
不仅丰富了社区管理退休人员
的健身活动形式，还提高了他
们的健康意识，让他们走出健
康、走出快乐。为构建平安和
谐的社区环境，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龙门一区
“迎双节”卫生大扫除

本报讯(通讯员 闫国伟)为
迎接国庆、重阳节的到来，近
日，城子街道龙门一区工作人
员及环保志愿者50余人进行小
区环境整治。

本次卫生大扫除联合区城
管，重点对辖区内的白色垃圾、
楼道内小广告、路边的杂草枯
枝进行清扫和修剪。在活动
中，龙门一区工作人员及环保
志愿者表现积极，干劲十足，充
分发扬了不怕脏、不怕苦、不怕

累的优良品质，用行动践行了
环保意识和文明健康的生活方
式，也给自己营造了一个清洁
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此次卫生大扫除活动取得
了一定实效，创建优美的工作
环境和空间，为社区居民提供
了良好的服务，进一步改善社
区环境卫生面貌。同时，也带
动居民自觉动手整治环境、清
洁家园，提高自身卫生意识、文
明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