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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昕 贾彦颖

早春，正是山色返青，山桃盛
开的季节。妙峰山镇水峪嘴村村
民胡凤祥站在村口，身后的山绿意
连绵，青石古道上是三三两两的游
客；而抬眼望去，对面的山却仿佛
被生生剖开，乱石嶙峋。

“这两道截然不同的风景，仿
佛是我人生的分界线。”老胡说：

“过去，我就是那山上的采石工，十
几年，山被挖得支离破碎；现在，我
是京西古道景区的管理员。都是
靠山吃山，这绿色饭碗端得持久！”

别了采石业，挖掘古道文化。
水峪嘴村200多户人家从海拔数百
米的山涧沟壑迁下山，老村融入京
西古道文化，为游客重现到明清时
期，古道上马蹄声声，茶棚、酒肆吆
喝声起伏的场景。

村民迁出景区
水峪嘴，是妙峰山脚下一座古

老的小山村。历史上，这里是往来
京畿的交通要道，护卫京城的军
道、晋商行走的商道、妙峰山的香
道，在水峪嘴村全都留有遗迹。喜
欢寻古访胜的游客早就知道这里
有古道第一隘口牛角岭关城、有数
百年踏行踩出的深深蹄窝。由此，
水峪嘴有“京西古道第一村”之称。

不过，前些年，村民可没把这
些资源当回事，山上采不完的石灰
石是“来钱更快”的资源。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村里大办采石场，形
成了开采、加工、运输的产业链，全
部村民都在这条链上就业。

胡凤祥回忆当年：“牛角岭关
城是京西最古老的‘西山大道’上
的重要关口。当年，采石场的车常
打关口下过，从来没觉得这里头有
故事。偶尔有游客来寻，也只是拍
几张照就走。”那时候，采石业带来
的污染极大，整个村子罩着一层灰
色的粉尘，游客很少。

2006年，为保护生态环境，水
峪嘴村关闭采石场，寻找致富新渠
道的村民这才注意到古道。原来，
古道、蹄窝、关城，这些是比石灰石
更具挖掘潜力的资源。

“原先，村民分散居住在山腰、
沟涧里，不仅居住条件恶劣，而且
放牧、种植、交通，都对古道保护有
影响。”水峪嘴村党支部书记胡凤
才说：“发展旅游，最重要的就是保
护好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不能
再有人为破坏。”

从2010年开始，村民陆续搬出
古道第一隘口，在生活便利的永定
河河谷地带，盖起了灰色二层小
楼，安下了家。村里规划了京西古
道风景保护区，整理分散的历史遗
留，修建了古道博物馆。

再现古道文化
记者在水峪嘴村采访时，恰遇

一队骑行爱好者在古道博物馆歇
脚。博物馆建在半山腰，过了关城

隘口，再攀过一段又高又陡的山
路。骑行到这里，脚力好的人也气
喘吁吁。

“我们经常在这里骑行，穿过
关城，一直到王平。”一位骑行者告
诉记者，“以前就是穿村而过，现在
有了博物馆，我们才发现，原来这
条路上还有这么多文化遗存、有这
么多故事。看完这些，骑在路上，
更有‘古道西风瘦马’的感觉了。”

古道在水峪嘴村域内有1500
米，从牛角岭关城城洞下穿过，可
以看到经过上千年骡马驮队踩踏
形成的如碗口大小的蹄窝。距关
城不远，是清乾隆年间所立“永远
免夫亭”。

“大多数游客来了以后，爬个
山、逛个景点、拍拍照，就打道回府
了。”胡凤才说。其实，京西古道文
化底蕴深厚，只有把这些宝贵遗产
挖掘出来，才能把游客留下，细细
品味。 （下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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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倩）3月22日，北京市副市长程红
一行先后到我区妙峰山镇水峪嘴村、斋堂镇灵水村调研
古村古镇保护与发展有关工作，在实地考察了京西古
道、检查了灵水村“五个一”工程建设后召开座谈会。区
委书记张贵林参加座谈会，区委副书记、区长付兆庚陪
同调研。

会上，与会人员观看了纪录片后，副区长庆兆珅汇
报了传统村落“五个一”工程、旅游休闲步道建设及乡村
旅游发展情况。传统村落所在镇代表斋堂镇就相关情
况做汇报。市旅游委、市农委、市财政局听取汇报后进
行发言。

程红对我区旅游产业相关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她
说，区委、区政府很重视旅游文化相关工作，功能定位很
明确，区域整体发展氛围浓厚。关于古村古镇的保护和
发展，要抓住机遇，全面梳理古村落文化资源，做好古村
古镇这篇文章，更好地打造北京的历史文化金名片。

程红指出，统筹好传统风貌和现代功能，统筹好硬
件改造和软件提升，统筹好村民生活和旅客游览，把握
好双方需求。门头沟区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快全域
旅游示范区建设。要“连点成线，以线代面”，形成旅游
主线，延伸出支线，辐射带动周边区域，形成全域旅游发
展新格局。在推进工作过程中，要落实好“五十百千亿”
体系。还要加强政策集成，市、区两级政府共同努力，完
善配套设施建设。加强引导和扶持，促进旅游业全面提
升水平。要深化改革，吸引专业旅游公司，共同高水平
打造特色旅游小镇。

张贵林对程红副市长一行到我区指导工作表示感
谢。他说，我区落实产业融合与转型升级相结合，要立
足资源优势培育热点景区及旅游新业态。要依托部门
联动推进旅游与文化、农业的深度融合。要深入开展产
品研发，打造“门头沟礼物”系列。还要整合旅游文化资
源，打造地区旅游品牌。

张贵林说，我区力争创建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将
充分利用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历史积淀，深入挖掘生态旅游和文
化旅游，实现景区内外一体化，将我区打造成“全域旅游、四季休闲”的首
都国际高端山地旅游文化度假区。也希望市政府能考虑我区“多规合
一”实际，在土地规划指标、扶持资金、项目审批上给予一定的支持。

“世界水日”了解水资源
本报讯（通讯员 赵鹏）3

月 22 日是第 25 届“世界水
日”，3月22至3月28日是第
30届“中国水周”，区水务局
以“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全面
推行河长制”为主题，开展了
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

区水务局就节水型社会
建设、最严格水资源管理、水
土保持等热点问题，大力宣

扬我区全面加强依法治水管
水的各项举措和贯彻落实情
况，其中，联合北京市永定河
管理处供水管理所，在永定
河文化公园设立宣传点，发
放宣传资料，讲解河长制推
行的各项举措和贯彻落实情
况，并在街边设立宣传点，发
放宣传材料，向群众宣传治
污行动、节约用水、用水安

全、防汛避险等相关内容。
活动现场，区水务局共

设立悬挂宣传条幅5条，宣传
人员共30余名，发放宣传材
料 4000 余份，有 3000 余名
居民参与到活动当中，使居
民更好、更全面了解全区水
务重点工作以及下一步的工
作动态等，此次活动取得了
良好的宣传效果。

昔日劈山采石毁环境，如今寻觅拓展古道文化——

本报讯（记者 李冰）3月24日，
白天降水逐渐停止，最高气温7℃左
右，夜间阴转多云，最低气温降至
0℃左右。3 月 25 日和 26 日气温才
有所回升，但伴有4级左右偏北风。
另外，受降水影响，近地层湿度较
大，23-24 日大部分地区能见度较
差。此外，妙峰山镇最北面的涧沟
村、清水镇等山区出现雨夹雪，市民

要合理安排出行。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气温下降，

体感阴冷，适当增添衣物，注意防寒
保暖。雨雪天气路面湿滑，山区可
能出现积雪及道路结冰现象，能见
度较差，对城市交通将有较大影响，
出门驾车观察好路面情况，谨慎驾
驶，避免发生意外。

金谊平/摄

蹄窝茶棚酒肆搅动古道经济

付兆庚在棚改工程推进会上强调

确保棚改工程按照时间节点全力推进
本报讯（记者 苑辉）3月 18

日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付兆庚
一行到黑山大街施工现场、棚改
安置房小园8号和A3号地块施
工现场视察，出席当日下午召开
的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工程推进会
并讲话。

会上，门城投资公司汇报黑
山大街北延工程进展情况；棚改
安置房项目各总包单位汇报工程
情况；区棚改中心汇报棚改安置房
工作总体进展情况和存在问题。

付兆庚指出，目前棚改安置
房建设在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已经基本明确,下一步，要加大力
度，对症下药，敢于担当，政府要
率先垂范，积极作为。各单位要
加强联动，以不留退路的责任心
和等不起的紧迫感,确保棚改工

程按照时间节点全力推进。
付兆庚要求，各施工单位要

加足马力，全员到位、满负荷施
工。市政配套工程也要同时推
进。要高度重视生产安全和质量
安全，对重视不够、出现问题的企
业要通过迅速整改、高限处罚、罚
分等多种途径进行管理。区住建
委要严格管理监理公司，严查各
类造假行为，确保工程建筑质
量。要加强对农民工工资的管
理，杜绝农民工工资拖欠情况的
发生。要加强施工现场管理，做
到文明施工。各单位要积极办理
各项手续，在确保群众如期入住
的同时，力争同步完成各项手续
的办理工作。

区领导彭利锋、赵北亭出席
会议。

降水气温低降水气温低
莫忙减衣裳莫忙减衣裳

流动商贩无踪影 疏解整治现亮点

我区营造“比、学、赶、帮、超”良好氛围
本报讯（记者 屈媛）“门门在

线”社区服务平台一上线，就获得
了居民们的一致好评。“过去买菜
要走很远去菜市场，夏天蚊蝇满处
飞，现在可好了，有了这个‘门门在
线’，隔两天就用手机给我买点菜，
菜都特别新鲜，还比外面便宜，最
关键的是直接送到家，太省事儿
啦！”

城子街道的“门门在线”社区
服务平台，是在社区提供“门对门”
式的便民服务，是城子街道通过探
索信息化手段的社会服务项目，开
发建设的一款集购物、养老、物业、
医疗于一体的综合网络平台，可实
现线上商品选购、线上支付、库存
查询、物流跟踪等线上服务。目
前，经过一年的建设及运行，单社
区午餐订餐量愈40单，单社区日均
售菜量500斤，网上售菜量30斤。

“门门在线”可以为更多居民
提供网络订餐、订菜，使居民不出
社区即可享受便捷、廉价的居家服
务，这将大大提升百姓的生活效率
和服务品质。“门门在线”的应用将
成为推动非首都功能疏解和城市
综合治理的一项有力举措。

相关负责人表示，“门门在线”
信息化平台的应用，首先可以大量
减少人工需求量，显著地改善传统
经营模式的效率短板，减少固定摊
位需求，有效促进本地人口就业，
使环境得以大大地改善，从而提升
改善了居民的生活方式。

据区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拆除违法建设”专项行动重新梳
理后，2017年任务量达87.11万平
方米，比更新前任务量增加6.22万
平方米；由于市政府将2017年拆违
任务由79万平方米调整为63万平
方米，区城管执法局将落实任务存
在困难因素的永定镇3751地块任
务量调减15.96万平方米，最终确
定2017年拆除违法建设区内任务
71.15万平方米。“开墙打洞”整治任
务重新梳理后由原来的涉及3个镇
街67处调整为涉及6个镇街119
处。

区发改委同各牵头部门及镇
街建立“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
动信息报送长效机制，总结推广各
部门、各镇街典型案例和成功经
验，创新工作机制和方式方法，形
成“比、学、赶、帮、超”的良好氛

围。现已编制完成《“疏解整治促
提升”专项行动简报》第1期，及时
反映我区专项行动任务推进情况。

据了解，拆除违法建设并销帐
2017年专项台帐11处，建筑面积
22460平方米，涉及人口462人，完
成市级全年任务量的3.57%，排位
全市第14名；另拆除新生违法建设
6处，建筑面积3435平方米。占道
经营整治健全城市管理部门、执法
部门协调配合工作机制，充分调动
属地力量，进一步加强综合处置和
告诫处罚，形成整治合力。

截至2月底，累计处罚占道经
营违法行为325起，罚款4.1万元，
完成全年任务量的20.12%，排位全
市第2名。无证无照经营整治建立
健全门头沟区无证无照经营综合
治理长效工作机制，全面推进治理
无证无照经营工作，清理、控制外
来人口的数量。1-2月共取缔清理
无照经营13户，其中11户为外来
人员，外来人口减少11人。完成市
级全年任务量的18.6%，排位全市
第7名；各有关镇街、部门以点带
面，在全区范围内集中开展城乡结
合部重点地区综合整治及出租大

院清理整治工作，对治理地区的
“五违一乱”现象区综治办牵头组
织属地、打违办、公安、城管、工商、
消防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
同时对市级挂帐城乡结合部重点
地区各类安全隐患进行细致摸排，
建立工作台帐及倒排工期表。

2017年作为市级挂帐城乡结
合部重点地区的永定镇石厂村目
前已基本完成整治任务，拆除出
租大院6个、废品回收大院2个，
涉及房间27间、人口1222人，清
退流动人口 365 人，完成市级全
年任务量的57.5%，排位全市第2
名。“北京好望农副产品市场”经
营面积 2400平方米，81家商户，
服务周边4个社区，由社区市场转
型升级为生活超市后，在提升服务
功能的同时，疏解从业人员30人，
完成市级任务进度100%，排位全
市第1名。

疏解整治
促提升

区领导检查“开墙打洞”专项整治工作成果
本报讯（记者 史佳怡）3月

23日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付兆
庚一行到大峪二小附近，检查“开
墙打洞”专项整治工作成果，并对
后续工作提出要求。

为切实落实全市疏解整治促
提升任务，我区将集中一个月的
时间打一场歼灭战，坚持“天天有
拆、周周有报”，彻底解决上帐“开
墙打洞”的问题，同时对各镇街统
计上帐的119户“开墙打洞”展开
一次“30天歼灭战”，全部完成拆
除、取缔、封堵。

据了解，为做好此项工作，区
相关部门特地召开工作会，要求
3月17日前，明确“开墙打洞”统
一、规范的恢复标准，恢复标准

应对恢复的形态、所用材质、防
护措施等进行详细说明。3月20
日前，做好“拆牌匾、量门窗、全告
知”工作，并组织专业施工队伍提
前对涉及恢复的门、窗等做好测
量、施工材料准备等；对上帐户数
的户外牌匾等拆除完毕；对产权
人做好全部告知手续。在 3 月
20日前，完成对各镇街、城管、食
药等部门专项治理系统的培训。
3月31日前，各属地应组织相关
部门完成本辖区挂帐数量60%
以上的销帐任务；4月15日前，各
属地完成辖区上帐的全部封堵任
务。

区领导张兴胜、张翠萍一同
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