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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冰）5 月 24
日，我区举办“运动无障碍，欢乐
齐共享”残疾人趣味运动会。通
过开展趣味活动深入宣传《北京
市全民健身条例》，贯彻落实《门
头沟区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16-
2020）》，发挥体育社团作用，搭建
体育公益平台，大力弘扬体育文
化，丰富我区残疾人业余生活，促
进和谐社会建设。来自我区13个
街镇120余人参加运动会。

据了解，本次趣味运动会分
为足球射门、托乒乓球跑、赶球
跑、夹乒乓球、拍球（智力）、沙包
掷准（智力）六项比赛项目。每个
比赛项目分别设一等奖1名、二等
奖2名、三等奖2名。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参赛选
手们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的原则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参加比
赛。大家纷纷表示，通过运动会
不仅锻炼了身体，还认识了许多
新朋友，给日常生活带来不一样
的乐趣。

《《平西组歌平西组歌》》原创作品音乐会走进军营原创作品音乐会走进军营
本报讯 日前，由区文委、区双

拥办主办，区文化馆、中国人民解放
军66446部队承办的北京文化艺术
基金2016年度资助项目——“永远
的丰碑”门头沟区纪念平西全面抗
战80周年《平西组歌》原创作品音
乐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66446部队
礼堂举行。来自区文化馆和谐之声
合唱团、区大峪一小合唱团的演员
们用歌声带领大家重温了那段红色
的历史，得到了在场士兵们的阵阵
掌声。

为表达对子弟兵的敬意，演员
们纷纷通过精心排练，准备了一台
精彩的演出，不仅带去了对子弟兵
的深情厚谊，而且丰富了官兵的精
神文化生活，进一步拉近了军地之
间的紧密联系，为推进双拥共建工
作发挥了积极地促进作用。

“特别期待这次演出，丰富我们
军营生活。同时，在特殊的日子里，
让我们追忆历史，感受抗战的不

易。”“作为一名军人，我觉得通过观
看演出是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激励我
们，更加明确我们的责任与义务。”

“以音乐会的形式带我们重温历史，
让我们把历史铭记于心。”士兵说。

“山清水秀斋堂川，奇峰百里清
水环，灵山高耸百花美，燕京圣地龙
门涧……”悠扬的歌声拉开了音乐
会的序幕。现场一片祥和，据了解，
整场音乐会全部为原创作品，分为
序曲《平西抗战起烽烟》、第一章《八
路军挺进平西》、第二章《军民奋起
齐抗战》、第三章《王家山惨案》、第
四章《团结一致反扫荡》、第五章《战
略大反攻》，其中有激人奋进的抗战
场面，有军民鱼水的情深谊长，有王
家山惨案的悲痛故事，有大反攻吹
响的激情号角……演出内容既有反
映部队战斗精神的歌曲作品，也有
体现历史的歌曲作品，演出内容精
彩纷呈，高潮跌起。

一首首歌曲不断将气氛推向高

潮，一声声动人的旋律，唱出了爱国
情怀，引领着在场官兵的往日情怀，
坚定了“爱党、爱国、爱民”以及永远
跟党走的坚定信念，精彩的演出赢
得部队官兵的热烈掌声和阵阵喝
彩，让部队官兵度过了不一样的一
天。

“很感谢区文委、区双拥办等单
位来我们部队演出，演出特别精彩，
音乐会的形式使过去一幕幕重现，
回忆之前的历史，真是带给我很不
一样的感受，很有触动。同时，音乐
会的举办不仅充实了我们部队官兵
业余文化生活，还更好地推进了军地
融合。”观看演出的士兵告诉记者。

我区是有着悠久历史的革命老
区，今年恰逢建军90周年，为铭记
党的光荣历史、弘扬中国人民解放
军的优良传统，讴歌中华民族实现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历程，区文
委大力开展红色文化宣传与传承，
有针对性地对我区原创作品进行加

工与提升，通过对《平西组歌》系列
作品的挖掘与打造，成功申报了市
级文化艺术基金，得到了专家评委
的高度评价，并在部队进行了首演，
让部队官兵更好地了解我区红色历
史。

多年来，在区委、区政府、驻区
部队的正确领导下，文化拥军已经
成为我区双拥工作的一大特色，有
力地支持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
设，充实了部队官兵业余文化生
活。下一步，区文委将以丰富全区
军营文化生活为主旨，继续推进军
地融合，不断开展内容形式多样的
双拥共建活动，与驻区部队陆续开
展文化进军营活动，丰富军营生活，
并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开展全
区的大型组歌音乐会，为文化拥军
工作贡献新的力量，共同谱写新时
期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的城市新曲，把我区文化拥军工作
推向新高潮。

永远的丰碑永远的丰碑 记忆中的旋律记忆中的旋律

本报讯（记者 李倩）日前，龙泉
镇城子村在兰龙小区文化广场举办
了主题为“党群共建魅力城子村”首
届文化体育节开幕式暨文艺演出活
动。城子村委会的干部、职工以及
社区演职人员共同表演了文艺节
目，受到了广大村民的欢迎。

活动现场，龙泉镇主管宣传旅
游负责人及包村干部亲临现场，包
村干部还代表镇党委、镇政府讲话，
祝贺城子村文化体育节顺利举办。
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负责人表示，

“唱响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弘扬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文
化体育大发展，是推动精神文明建
设的重要举措。

演唱会在欢快、热烈的《喜洋
洋》乐曲声中拉开了帷幕。独唱《好
日子》《大阪城的姑娘》《再唱山歌给
党听》《一壶老酒》等歌曲热情讴歌
了党的领导，表达了各族人民对幸
福生活、美好日子的热爱和对未来
的憧憬。

更值得一提的是，结合《城子村
村规民约》的宣传与落实，演员们自
编自演了快板书《说村规》，使《村规

民约》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自觉遵
守的行为准则，演员们的精湛表演，
赢得了在场近300多名观众的热烈
掌声。演唱会上还表演了舞蹈、笛子
独奏、男女生二重唱、魔术等节目。

城子村委会的干部、职工，经过
紧张学唱、排练，在演唱会上表演了
小合唱《撸起袖子加油干》等歌曲，
真情表达了城子村人在构建和谐、
文明、富裕魅力城子村的征途中，团结
奋进、昂扬向上的坚定信心和决心。

“每个月都有演出看真是太棒
了，不仅增加了我们之间的凝聚力，

还大大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而
且自己也能报名上台演出，还能锻
炼自己。”观看演出的张阿姨告诉记
者。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按照村级
组织的计划安排，村委会将陆续举
办乡村文化节、民俗文化讲座、老年
趣味运动会、象棋、乒乓球、羽毛球
等多种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体活动
赛事，力争做到常年有活动，月月有
内容，丰富文化生活，提升文明素
质，为构建和谐、文明、富裕城子村
做不懈地努力。

城子村举办首届文化体育节

区工商分局
开展主题宣传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郑霜）六
一儿童节前夕，为提高未成年
人的消费安全意识，区工商分
局、区消费者协会深入到区矿
区小学--王平村中心小学以儿
童消费的热点问题、关乎民生
的重点问题，开展“关注消费安
全，呵护健康成长”主题宣教活
动。

专家讲师通过生动的语言
和鲜活的事例向学生们普及购
买学生用品应该如何选购质量
上乘、使用安全的商品知识，遇
到消费纠纷的解决途径和
12315投诉举报热线的作用，提

示学生们在日常生活中购买商
品的注意事项。讲座采取提
问、抢答、游戏等互动的方式，
现场气氛热烈，授课内容丰富，
得到了学校师生的一致好评。
活动还向学校赠送了为学生制
作的书包、铅笔盒等宣传品150
份。

下一步，区工商分局还将
以开展形式多样的消费维权知
识讲座，正确引导孩子树立科
学、理性、文明的消费观念，拓
宽消费教育社会共治的渠道，
营造出一个社会共同关注消费
者权益保护的良好氛围。

石龙开发区工会
举办科技园职工乒乓球比赛

本报讯（通讯员 段宇琨）
近日，石龙开发区工会在巨擎
大厦举办了“2017年门头沟科
技园职工乒乓球比赛”，旨在丰
富辖区广大职工文体生活，提
高职工身体素质，展现职工良
好的精神风貌。

活动当天，开发区工会副
主席先作了鼓舞士气的动员讲
话，裁判长为大家说明了比赛
规则。稍后比赛正式开始，运
动员们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
二、以球会友、切磋技艺”的体
育精神，进行了比赛。选手们
有的打法犀利，动作行云流水，
有的则张弛有度，守得四平八

稳。不时有运动员在场上展示
大力扣杀、精彩扑救等球技，引
来观众们阵阵热烈的掌声和欢
呼声。

开发区工会始终把丰富职
工的文化生活和关注职工的身
体健康作为服务职工的有效抓
手。通过此类活动，不仅提高
了园区职工的身体素质和参与
意识，还展现了园区职工的团
队意识和奋发向上的精神风
貌。

共有来自石龙管委，石龙
总公司，遨博智能，百华百汇，
双龙智博等12家单位的40余
人参加。

北京清水云峰果业公司
举办奇异莓文化节摄影活动

本报讯（记者 屈媛）近日，
北京清水云峰果业有限公司举
办中华首届奇异莓文化节摄影
活动。

据悉，此次中华首届奇异莓
文化节系列活动分为 5 月奇异
莓摄影展活动、7月奇异莓花蜜
品鉴活动和 8 月奇异莓文化采
摘节活动，让更多的人知道在门
头沟大山深处有一种新、奇、特，
且营养丰富、口感极好的水果
——奇异莓。让大家认识奇异
莓并感受清水镇尤其是龙门涧
景区的自然风光和乡土人情。

据了解，该公司于 2013 年
入住李家庄，从中国农科院、新
西兰引进奇异莓优良品种和栽
培新技术，从事奇异莓产业开
发。采取阶梯递增方式付土地
佣金，已流转了李家庄、梁家庄
村集体和村民土地400余亩（含
部分可利用荒山），建设了 5 个
生产园区，其中 2013 年种植的
200 亩奇异莓示范园 2016 年已
开始挂果，通过试销获得了很好
的效果，今年可为村民提供更多
的劳动岗位，增加了村民的收
入。

我区残疾人趣味运动会举办我区残疾人趣味运动会举办

为纪念中国新诗百年，弘扬和发展中国诗歌艺术，
进一步挖掘地区自然与人文诗歌元素，加强地区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诗意建设，传承地区诗歌传统，彰
显地区精神文化品位，响应建设首都诗歌之乡的号召，
军庄镇拟举办首届“大美军庄”诗歌创作活动。

1．征集活动面向汉语诗人和诗歌爱好者。
2．征稿时间：2017年5月22日至6月5日。
3．诗歌体裁：新诗。
4．反映军庄镇自然生态、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精

神生活、英雄人物、建设成就、廉政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倡导具有精神高度、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能够引起人
民群众共鸣的作品。

5．新诗单首不超过200行，组诗不超过5首，总行
数不超过400行。

6．作品须原创，文责自负，严禁抄袭剽窃，一经发
现，取消参赛资格。

7．来稿须写明真实姓名、详细地址、邮编、联系电
话、单位名称。来稿一律不退。

8．邮箱是唯一的投稿平台。投稿方式：请用附件
形 式 发 送 作 品 至 jzzzxj@163.com。 咨 询 电 话 ：
60811724。

9．奖项设置：金奖3名，每人3000元奖金；银奖5
名，每人2000元奖金；铜奖10名，每人1000元奖金；佳
作奖10名，每人500元奖金；廉政诗歌特别奖1名，1000
元奖金。

10．由专业文学艺术专家担任评委。
11.获奖作品所有权归大赛组委会所有。
12.最终解释权归大赛组委会所有。

军庄镇“大美军庄”诗歌创作比赛组委会
2017年5月22日

征稿启事

本报讯（记者 史佳怡）今年5
月 12 日是全国第九个“防灾减灾
日”。为全力推进我区应急管理与
防灾减灾工作，5 月 23 日上午，我
区举办以“减轻社区灾害风险，提
升基层减灾能力”为主题的防灾减
灾宣传活动。

区民政局、区住建委、区地震
局、区卫计委等部门参加此次活
动，活动旨在为营造全民参与应急
管理与防灾减灾的良好社会氛围，
促进全区增强防灾减灾意识，提高
群众自救互救能力，最大限度地减
轻灾害造成的损失。同时，本次活
动以应急救援队伍展示、青年应急
志愿者代表宣读倡议书、无人机搜
救演示、防灾减灾知识宣传为主，
通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主
题鲜明、贴进群众的系列宣传活
动，将我区公共安全与防灾减灾系
列宣传活动落到实处。

防灾减灾宣传亮点纷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