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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讯】

“冬病夏治”三伏贴周五开贴
区属各医院开始预约，适用于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等

一伏：7月12日-7月21日 二伏：7月22日-7月31日 闰二伏：8月1日-8月10日 三伏：8月11日-8月20日

【贴敷时间】

【贴敷地点】

交道口街道

争当社区公益达人
6个“金点子”胜出

“居民议事厅共创项目”获最佳风采奖；专业社会组织团队
将一对一陪伴项目成长

国民体质测试陆续进行
为居民提供13个项目测试，并形成个人测试报告

区青创会“小巷管家”
志愿服务队成立

本报讯（记者 李滢）故宫器座
类馆藏藏品第一次整体出宫展示，中
国引入的第一部动画片主角阿童木
的漫画手稿来访，佛教史上第一次用
真人形象表现的佛陀样貌……

涵 盖 诸 多“ 第 一 ”的《故 宫 博
物院藏宫廷器座展》《铁臂阿童木
AI 最初的幻想》《见相非相——犍
陀罗佛像艺术特展》7 月 6 日同时
在 嘉 德 艺 术 中 心 正 式 对 公 众 开
放 。 作 为“ 故 宫 以 东 —— 嘉 德 艺
术 季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展 览 期
间 ，主 办 方 将 围 绕 展 览 同 步 展 开
线 下 活 动 ，为 参 观 者 提 供 多 样 的
艺术体验。

132件故宫器座藏品亮相

由故宫博物院、嘉德艺术中心联
合主办的故宫博物院藏宫廷器座展，
以清宫众多陈设物品中的器座为对

象，展出极具代表性的132件藏品，是
故宫器座类馆藏藏品首次整体出宫
展览。

此次展览呈现的藏品按照其丰
富材质类型，分为金属器座、牙座、玉
座、漆座、木座和其他材质器座六大
主要品类，涵盖宫廷器座的各个类
别，呈现了其多元化的样式设计和用
法。观众可以全面地了解古代工匠
巧夺天工的技艺，近距离领略宫廷艺
术之美，感受古人妙师造化，格物尽
理的妙趣。

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故宫
博物院和嘉德艺术中心均在各自不
同的领域和角度承担着文化发展的
使命。此次“故宫博物院藏宫廷器
座展”是两个机构致力推动文化事
业的发展、讲好文物背后的故事、让
文物活起来的一次重要合作，双方
希望通过展览引发观者对于中国传
统工艺、审美等各方面更为深入而

细致的思考。

AI带观众体验“二次元”

40年前，《铁臂阿童木》作为中国
引进的第一部动画片，成为几代人的
童年回忆。作为《铁臂阿童木》中国
公映 40 周年纪念展，“铁臂阿童木
AI 最初的幻想”将通过原画 30 幅、复
制画 100 幅，再现《铁臂阿童木》作者
手塚治虫的创作思路，带领观众了解
阿童木“诞生”全过程；赛璐珞原片、
3.5 米高的阿童木雕塑、阿童木心路
复原墙和阿童木装置作品也将在展
厅内一同展出。

不仅如此，在 AI 技术的帮助下，
观众还可以穿越到二次元世界，借助
现代的裸眼3D科技，看“漫画”如何突
破五彩斑斓的黑和流光溢彩的白、看

“赛璐珞”如何动态地构建二次元的世
界，体验二次元与黑科技的碰撞。

时间：7月6日至10月6日（周一闭馆）
地点：嘉德艺术中心2层

时间：7月6日至8月28日（周一闭馆）
地点：嘉德艺术中心B1层A厅

时间：7月5日至8月28日（周一闭馆）
地点：嘉德艺术中心1层C、D厅

故宫博物院藏宫廷器座展

铁臂阿童木 AI最初的幻想

见相非相——犍陀罗佛像艺术特展

鼓楼中医医院
北院区：64012858；64044445
耳鼻喉科、儿科、治未病科、针灸特色诊疗中心
南院区：67283905
耳鼻喉科、儿科、治未病科、针灸科
和平里医院
和医堂：58043109
呼吸内科：58043202
儿科：58043143 耳鼻喉科：58043148

本报讯（记者 李冬梅）7 月 12
日将迎来今年的头伏，区属各医院
已提前做好准备，为有需求的患者
提供三伏贴预约服务。

从入伏第一天起，就意味着进
入一年中气温最高的时段。这时，
利用夏季阳气旺盛，人体阳气随之
生发渐旺，体内凝寒之气易解的状
态，运用补虚助阳药或温里散寒药
物,驱寒外出，这也是中医强调“春夏
养阳”的原因。夏季人体气血流通
旺盛，药物最容易吸收，而三伏期间
是一年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此时
进行贴敷治疗，最易恢复和扶助人
体的阳气，加强防卫功能，提高机体

的抵抗力。
据和平里医院儿科主治医师杨

晔介绍，小儿脏腑娇嫩，肺常不足，
脾常不足，阳气易伤，因此易患反复
呼吸道感染、过敏性鼻炎、哮喘等，
特别是在秋冬季节高发。通过“冬
病夏治”三伏贴的治疗方法可以使
患儿阳气得到充实，增强了抗病能
力，为秋冬季节呼吸系统的常见疾
病反复发作起到很好的防治作用。

三伏贴可用于慢性呼吸系统疾
病（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过敏性鼻炎及小儿、
老年（60 岁以上）体虚易感冒、反复
咳喘（呼吸道感染）者。

本报讯（记者 王慧雯）7 月 4 日
上午，交道口街道在福祥社区召开社
区公益“金点子”大赛。6个项目发起
人轮番登台，亮出“金点子”。

据了解，今年4月，福祥社区发布
“社区公益达人招募令”，不少居民积
极响应，经过社区动员、点子征集、项
目优化、队伍孵化阶段，共收集 38 个

“金点子”，其中“老街坊导览队导览
服务项目”“为民百宝箱项目”“福祥
居民议事厅共创项目”等 6 个点子脱
颖而出。

居民登台秀出“金点子”

比赛当天，这 6 个项目的社工助
手及居民发起人逐个登台秀出他们
的“金点子”。

雨儿胡同 14 号院居民杨占岭首
先登台说明“为民百宝箱项目”：“住
平房的居民都知道，自家总免不了一
些维修，但需要用的小工具平时没地
放，也未必齐全，所以我的‘便民百宝
箱’，通过吸收征集居民家中的闲置

工具，统一收纳到工具角内，居民在
百宝箱开放时间内可以登记借用。
我们还将为社区内的孤老、高龄、特
困等特殊居民提供简易的维修、安装
服务，让更多的人融入社区，切实满
足居民的一些细微服务需求。”

来自福祥社区的社区工作者张
校带来了“福祥居民议事厅共创项
目”，他介绍，居民的生活自己做主，
社区的建设需要居民的参与共商共
建。通过议事章程制定、物资筹备及
议事厅布置、多元参与共建力量整合
等项目实践，打造形成居民共建、自
管的居民议事厅实体阵地。

作为“环保队行动计划”的发起
人，福祥胡同 17 号院居民戴言洁说：

“我发起的‘环保队行动计划’，是通
过社区居民宣传动员、垃圾分类试点
辅助、变废为宝系列活动举办、环保
市集活动举办、胡同里的小亮点及打
造等项目实践，提升福祥社区居民的
垃圾分类及废物再利用的环保意识，
扩大参与社区垃圾分类指导的居民
志愿者队伍。”

听完发起人的介绍，现场观众纷
纷响应，表示这些建议说到了居民的
心坎儿里。

6个“金点子”均立项

项目介绍结束后，由中国社科院
社会学系硕士生导师肖林、北京市委
党校教研部副教授王雪梅等5人组成
的专家评委会及 20 位居民代表组成
的大众评审团，对项目逐一进行点
评、评分。

最终，6 个项目均通过评审成功
立项。其中，“居民议事厅共创项目”
获得最佳风采奖，“为民百宝箱项目”
获最具人气奖，“环保队行动计划”获
最佳设计奖。

交道口街道办事处主任张黎表
示，接下来，专业社会组织团队将一
对一陪伴项目成长，让“金点子”变
成可以操作的公益项目，并为公益
项目实施提供全方位支持，扶持“社
区公益达人”成立正式的社区公益
组织。

本报讯（记者 李冬梅）肺活
量、纵跳、体能、骨密度测试……7
月 8 日，北新桥组织街道辖区居民
在前永康社区文化室开展了体质
测试工作。工作人员通过 13 项体
质测试，并根据每个人的性别、年
龄分析出相关指标，为每位居民提
供有针对性的健康指导意见。

来自九道湾社区的李乐青阿
姨是第一次参与体质测试，完成所
有项目后她气喘吁吁地说：“以前
上班时经常坐着，所以忽视了运
动。这次体测让我更加了解自己
的状况，也可以督促自己有针对性
地加强身体锻炼了。”

自6月以来，按照《北京市全民
健身示范街道标准》要求，区体育
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的 2019 年
体质测试活动已在和平里、安定
门、交道口、景山、东四街道完成了
测试和指导服务工作。

据了解，国民体质测试是通过
对广大市民进行科学、全面的体质

测试，获取以身体形态、身体机能、
身体素质等数据的体质综合指数，
从而使被测试的目标人群可以有
针对性地进行体育锻炼并及早预
防疾病。

今年的国民体质测试和健康
指导服务活动共有 13 个测试指标
项目，测试后形成个人测试报告、
健身指导报告及综合评分报告，并
有专人为居民进行报告讲解。我
区每个街道将有 300 名 20-69 周岁
的成年健康男女参与测试。

区体育局相关工作负责人介
绍，此次活动的开展，让国民体质
检测进入生活，让居民了解自己的
体质状况，从而不断提高他们的健
身意识，引导他们积极投身于科学
健身，建立新的价值观以及科学、
新型、健康的生活方式。

据悉，6 月 10 日至 8 月 30 日期
间，区体育局将陆续为 17 个街道、
5100 余位居民开展国民体质测试
和健身指导服务。

本报讯（记者 刘旭阳）7 月 5
日，区工商联召开区青创会“小巷
管家”志愿服务队成立仪式暨区工
商联（商会）2019 年第二季度工作
例会。

会上，区青创会“小巷管家”志
愿服务队正式成立，其中包括环保
公益、爱幼助残、便民为民、助学扶
贫、爱老养老、关爱健康、文化文
体、社区共建 8 支队伍。今后，这 8
支志愿服务队将协助“企业小巷管
家”参与所在辖区的“接诉即办”工
作，并开展多种志愿服务。

“我们作为青年企业家，应该
尽自己所能为社会做些贡献。‘企
业小巷管家’和志愿服务队为我们

提供了窗口，让我们能更多为所在
辖区服务。”青年企业家代表段联
说道。

据了解，自 5 月区工商联所属
商（协）会全面参与“小巷管家”和

“接诉即办”工作以来，得到了各基
层商（协）会的积极响应和热情参
与，现已完成120余家“企业小巷管
家”与所在街巷的全面对接。

区工商联相关负责人表示，此
次区青创会“小巷管家志愿服务
队”的成立，标志着“企业小巷管
家”参与“接诉即办”工作向着规范
化、制度化、精细化迈向坚实一步，
正逐步探索建立长效机制，形成工
作品牌。

记者 李滢 摄

三大艺术展汇聚嘉德艺术季
故宫器座藏品首次整体“出宫”；阿童木手稿再现创作历程

每伏贴三次

隆福医院
治未病科（本部）
预约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8:00-11:30，
下午13:30-16:30
预约电话:87947473
呼吸内科（本部）
预约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8:00-11:30，
下午13:30-16:30
预约电话：87947442 87947443

身高、体重、肺活量、台阶试验、握力、俯卧撑(男)、仰卧起坐(女)、纵
跳、坐位体前屈、选择反应时、闭眼单脚站立、人体成分测试、骨密度测试

体质测试项目

选手们听取专家点评。 通讯员 赵登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