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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慧雯）
近日，我区首届青少年戏剧节
在史家胡同小学开幕。开幕式
上，灯市口小学优质教育资源
带原创话剧《爱的烦恼》，作为
开幕大戏上演。

本届戏剧节主题为“戏润
心灵”，在未来的8个月里，将有
300 个剧目与全区师生见面。
其中153个由中小学老师、学生
自己创编和改编的话剧、音乐
剧、歌舞剧、京剧等优秀剧目将
进行集中展示。

当天，我区还成立了青少
年戏剧教育共同体，并为首批
戏剧教育专家导师颁发了聘
书。166 中学作为第一个戏剧
教育共同体的轮值学校，将协
助区教委主要承担未来三年的
戏剧教育工作。日后，共同体
将充分发挥专家导师团队和专
业教师团队的作用，挖掘利用
戏剧教育资源，提升全区戏剧
教育教学水平。

此外，戏剧节期间除了举
行优秀戏剧的展演外，还将开

展“走近金帆”系列活动，包括
观摩大师戏剧课程，展示戏剧
教育与学科融合的方法和手
段；举办现场教学实践示范和
微讲座，组织观摩教师进行现
场讨论与交流；邀请教育界专
家学者、戏剧教育特色校校长、
戏剧艺术教育名师开展论坛和
经验交流等。

据区教委副主任尤娜介

绍，本届戏剧节将在辖区内北
京市 5 个金帆戏剧团学校、全
区 6 个星光戏剧团学校的引领
和带动下，在东城区青少年学
院和各中小学校全面展开。“开
展戏剧节旨在让戏剧教育走进
青少年的生活，在传承优秀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传播
真善美，促进青少年全面健康
成长。” 通讯员 唐晨/摄

首届青少年戏剧节开幕

又逢“周末卫生大扫除”

东四：胡同整洁了环境美了
本报讯（记者 李凡） 4月

14日上午，东四街道“周末卫生
大扫除”活动如约而至，此次清
理活动来到了七条社区、南门
仓社区和八条社区。街道机关
干部、社区工作者、党员、志愿
者、物业等 200 余人参与进来。
据了解，这已经是东四街道开
展的第 90 次活动，目前共发动
党员干部等近 9000 人次参与。
即日起，东城向全区推广这项
活动，“周末卫生大扫除”将在
17个街道实现全覆盖。

了解需求 共同治理难题

“从 2016年开始，东四各胡
同开始轮流搞清洁日活动，一
年多来我们的胡同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胡同干
净了，环境变好了。”东四八条
社区居民葛继第说。“以前，大
家生活中产生的垃圾都堆在门
外，不仅有消防隐患，看上去也
十分不美观。”

了解到居民有治理胡同环
境卫生脏乱差、清理大件废弃
物的需求，东四街道多次召开
专 门 会 议 研 讨 ，探 索 解 决 办
法。东四街道西片以胡同平房
区为主，结合保护东四三至八
条历史文化街区文化肌理的现
实情况，最终制定了利用周末
时间进行卫生清洁的方案，命
名为“周末胡同清洁日”。东四
街道的东片大多为楼房社区，
随后也加入清洁日活动，每个
社区全年分别开展 12 次活动。

“周末胡同清洁日”也升级为
“周末卫生大扫除”。

同时，街道工委依托大党
建工作格局，建立街道—社区
—网格三级区域化党建议事平
台，在党建联席会、社区席位制
委员会上讨论并通报“周末卫
生大扫除”开展情况，让驻街单
位、共建单位、“两代表一委员”
及社区党员群众的力量加入到

“周末卫生大扫除”。根据“新
三包”制度，充实社区工作力
量，制定处级领导责任区域划
分一览表和机关干部参与活动
名单，在每一条胡同里公示，接
受居民监督。

党员带头 共建最美家园

88岁老人宋淑云独自居住
在四条 30 号院，老人长期捡拾
外边垃圾放到家中，以致人在
家中都没有站脚之处。社区了
解到老人情况后，决定利用清
洁日的机会帮助老人。经过居
委会多次做老人思想工作，在
其女儿、孙子配合下，社区组织
了三次胡同清洁日，从老人家
中清出装满了80余个大编织袋
的堆积物。清理结束后，老人
的女儿说：“街道领导、党员志
愿者们就像亲人一样，无私地
帮助我们。”

东四七条 79 号院，原灿公
府，现为八一电影制片厂宿舍，
面积 2000 多平方米，私搭乱建
的小煤棚随处可见，堵塞消防
通道，存在安全隐患。2017 年
底制片厂房管处主动联系七条
社区，街道立即将其纳入“周末
卫生大扫除”工作清单中，派出
专门力量清理院内20余处违法

建设，院内环境得到改善。
每次的“周末卫生大扫除”

活动中，都活跃着不少党员的
身影。七条社区63岁的老党员
王立荣，每次都积极参加社区
组织的大扫除活动。“我之前也
在社区工作，理解工作人员的
辛 苦 ，希 望 能 为 社 区 尽 一 份
力。同时我是一名老党员，应
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截至目前，大扫除活动共
发动近 9000 人次参与，清理废
旧自行车 905辆，清运大件废弃
物 187 车 900 余吨，清理院落
160个，拆除煤棚52个。

为避免效果反弹，东四街
道工委还培育扶持了 7 个社区
社 会 自 治 组 织 —— 花 友 会
（汇），不仅负责绿化美化公共
空间环境，打造“福禄巷”“口袋
公园”等微景观，还定期评选最
美庭院、最美家庭，挖掘先进典
型，培养居民的自治意识与自
治能力。

全员参与 共享美好生活

曾经被杂物堆积、脏乱拥
堵的胡同不见了，取而代之的
是干净整洁的街面和美丽的街
心花园，居民们的幸福感自然

得到提升。
七条社区居委会主任刘桂

芬说：“周末大扫除不光清除胡
同里的卫生死角，还深入居民
院内拆煤棚、建花池、摆花箱，
让居民院内不仅变干净，还变
美了。而且现在一说要开展周
末大扫除活动，大家都会特别
积极地带着扫帚簸箕一起参与
进来。”

下一步，东四街道工委将
进一步巩固“周末卫生大扫除”
活动成果，驰而不息地把这一
活动长久深入开展下去。

记者 刘立军/摄

这些国家安全知识应该知道
【什么是国家安全】
根据《国家安全法》第 2

条之规定：国家安全是指国
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
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
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
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
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国家安全包括哪些方面】

为了体现总体国家安全
观的要求，《国家安全法》从政
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
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
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
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11
个领域对国家安全任务进行
了明确。
【哪些行为会破坏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法》中规定包
括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
乱、颠覆或煽动颠覆人民民
主专政政权；窃取、泄露国家
秘密；境外势力渗透、破坏、

颠覆、分裂活动等，对于以上
行为，国家不仅会依法惩治，
还要防范和制止。

【如何保护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法》第77条明

确规定了公民和组织应当履
行下列维护国家安全的义
务：要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关
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及
时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
线索；如实提供所知悉的涉
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证
据；为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便
利条件或者其他协助；向国
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和有
关军事机关提供必要的支持
和协助；保守所知悉的国家
秘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
其他义务。

此外，该条还明确规定
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有危害
国家安全的行为，不得向危
害国家安全的个人或者组织
提供任何资助或者协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