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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冬梅）“今儿太
阳不错，我陪您下楼晒会儿去啊。”上
午 9 点多，家住白桥苑小区 2 号楼 6
层的洪玉和对 92 岁的老父亲说。老
人一挥手：“不用你们陪，我自己坐电
梯下去就行了。”

小区物业经理冯国栋说，以前，2
号楼没有电梯，居民们饱受爬楼之苦；
现在，老楼装上了电梯，就连高龄老人
也能自由上下楼了，居民们可高兴了。

老人看病靠抬下楼
出行难题困扰居民

位于东花市南里东区社区的白
桥苑小区建于 1998年，由于 2号楼属
于矮层楼房，建设时并没有附带电
梯。“当年住户搬进来的时候，年龄就

已经普遍在 50 岁以上了，如今年龄
最大的居民都年过九旬了。”冯国栋
说，老年居民不管是出门遛弯还是看
病都难上加难，有时候只能依靠物业
人员帮忙抬下楼。

早在 2017 年的时候，楼里的居
民就开始陆续联系物业和相关部门，
提出加装电梯的诉求。“我们家是十
年前搬来的。”洪玉和回忆，刚搬来的
时候没觉得爬六楼是个事儿，还想着
退休以后天天爬楼梯还是个锻炼方式
呢。没承想，一过60岁，明显感觉身体
是一年不如一年。尤其下楼，膝盖疼，
如果手里再拿着东西可真受不了，根
本和以前想的不是一回事儿了。

记者在 2 号楼南侧的步行梯出
入口看到，由于该楼有半地下室，所
以即便是住在一楼的住户也要登上

13 级台阶才能入户。“对于腿脚不好
的老年人来说，有时候一级台阶都要
费好大力气才能上去。”洪玉和说，

“我父亲走一步就喘半天，每次都要
花十多分钟才能拉着楼梯栏杆一步
一步地蹭到一层。想回家的时候再
给我们打电话，即便有人搀着也得花
二十分钟才能回家。”

因此，居民们都盼望着能给这个
老楼加装电梯。

全楼众筹百万资金
电梯终于直接入户

由于居民对加装电梯的意愿十
分强烈，东花市街道和南里东区社区
多次现场调研了解民意。在与相关
部门沟通协调后，物业工作人员开始

办理申请手续。“有关部门给我们的
建议是安装错层电梯，但是这样居民
回家还需要上或者下半层楼，仍然不
太方便。所以，社区居委会和我们物
业还是坚持为居民争取安装了平层
电梯。”冯国栋说。

有了安装许可，接下来就是资金
这个大问题。相比高层住户，低层住
户的意愿并不高。“我们召集居民，前
后开了五六次会，并且不断上门做工
作，详细讲解资金怎么分摊、国家的补
贴政策以及工程细节。”冯国栋说，楼
内的一些居民也帮忙普及加装电梯的
政策，最后大部分住户同意安装电梯。

2018年年底，加装电梯工程着手
实施。然而不久后碰上了燃气管线
改造，工程便搁置了一段时间。去年
电梯正式开始安装并试运行，可由于

受疫情影响，相关的地面铺装工程直
到今年 10 月才全部完成。至此，白
桥苑小区 2 号楼的电梯终于开始运
行了。

据冯国栋介绍，安装这部电梯一
共花了 100 多万元，楼层越高的住户
出资越多，物业则负责地面部分的资
金支持。后续还会有国家补贴的一
部分资金，届时物业会将这部分补贴
资金返还到居民手中。

看着崭新的电梯，楼内居民都开
心极了。“谁都知道老楼加装电梯难，我
们这个楼能顺利安上电梯，多亏邻居们
的团结一致和物业的尽心尽力，更感谢
街道和社区的支持。”洪玉和说。

据悉，与白桥苑小区 2 号楼相邻
的 4 号楼也即将启动电梯加装工程，
预计明年即可投入使用。

邻里众筹 22岁老楼装上电梯
年龄普遍偏大的居民们不再为上下楼犯愁，高龄老人也能自由上下楼了

本报讯（记者 王慧雯）近日，东
城区第四十届学生科技节正式开
幕。本届科技节活动以“创新源于实
践，科技助力成长”为主题，自11月12
日起，将持续一年。

开幕式上，一部视频短片展示了
东城区40余所学校的中小学生，过去
一年中在“抗击疫情，停课不停学”期
间创作的大量科技创意作品，传播了
科学战“疫”正能量。

随后，48 名荣获第三十九届学生
科技节“科技教育园丁奖”的教师获
颁荣誉证书。

据东城区青少年科技馆书记兼
馆长王斌介绍，本届科技节期间，东
城区将在全区中小学组织开展包括
天文、模型、机器人、创客、未来工程
师、观鸟等40余项区级科技竞赛。此
外，东城区各个学校也将围绕重大科

学事件和社会热点，宣讲和展示我国
科技创新成果，普及生态文明、绿色
环保、人工智能等科学知识。科技
馆、各科普基地也将举办“科普进校
园”“科技大篷车”等科普活动。

开幕式上，“东城区青少年垃圾分
类养成计划”科普实践活动同步启
动。东城区青少年科技馆“科学派”俱
乐部科技小记者和主持人老师一起就

“垃圾分类”的话题与东城区7所学校
的“环保小达人”进行了视频连线，分
享了各校开展垃圾分类的经验成果。

同学们还对如何更好地进行“垃
圾分类”提出自己关心的问题，北京
市环境保护宣传中心的刘敬奇博士
在现场对同学们的问题进行了细致
解答，并就如何科学进行“垃圾分类”
进行了微讲座。

北京垃圾分类形象代言人“分小

萌”的设计者，来自灯市口小学优质
教育资源带五年级的学生张子夏也
来到现场，向大家介绍了“分小萌”的
设计理念，并呼吁老师和同学们一起
践行环保公益，做好垃圾分类。

本届科技节还启动了“人工智能
教育共同体”。北京师范大学创新教
育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市第五
十五中学、北京景山学校、北京市广
渠门中学、东城区板厂小学、北京市
光明小学、北京市第一幼儿园、东城
区崇文青少年科技馆、东城区青少年
科技馆成为首批加入“共同体”的学
校和资源单位。

未来，“共同体”将汇集各方优质
资源，在提升区域科技教育质量的同
时，构建前沿学科的新共享教育模
式，将更优质的共享资源通过“共同
体”分享给更多的全年龄段学生。

本报讯（记者 刘旭阳）11月 17
日，天润金百公司党委召开“不忘
初心感党恩”主题党日活动。在这
次党日活动上，已故老党员洪伟的
家属完成其临终嘱托，交纳积蓄 20
万元作为党费，感谢党的培养。

洪伟是一名有着 64 年党龄的
离休干部。新中国成立后，她响应
号召报名参军，加入到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的行列，在志愿军高射炮
兵 513团指挥所担任标图员。1955
年转业后，她从事教育、党务等工
作多年。她 1956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在本职岗位上坚持发挥共产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离休后，洪伟坚持“离岗不离党”
的革命初心，平时看书看报，关心国
家大事，同时也关注并支持企业的改
革和发展。洪伟始终铭记自己的党
员身份，自觉按时交纳党费，积极参

加每年一次的“党员献爱心”活动。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洪伟因年老体
弱，行动不便，就主动让儿子通过微
信转账的方式代为捐款，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为疫情防控工作助力。

今年8月，洪伟因肺癌晚期住院
治疗。在生命最后的弥留之际，她在
病床上口述了一份“交纳党费贰拾万
元”的遗嘱，她在遗嘱中说“感谢一生
党的教育培养，母亲般的关怀，我把
已有的积蓄20万元交纳党费”。她
嘱咐老伴：“一定要把这件事办好！”

主题党日活动上，洪伟家属代
洪伟接收交纳“大额党费”收据。
天润金百公司党委书记宋海燕说：

“这次洪伟同志交纳大额党费，对
公司的青年党员震动很大，大家纷
纷表示要向洪伟同志学习，在本职
岗位上践行初心，勇于担当，把党
的各项事业继承好，完成好。”

本报讯（记者 王慧雯）11 月 17
日，东城区委教工委、区教委与清华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动开展的推
动基础教育思政课改革创新主题实
践活动在北京市第五中学举行。在
未来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清华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的研究生将走进东城
实践活动基地学校，跟班听课并开展

“微宣讲”。

创新授课模式，学生“主动学”

“在抗疫过程中，火神山医院护
士吴亚玲突然接到母亲离世的消息，
她面朝家乡的方向深深地鞠躬送别
母亲，随后继续投入紧张的抗疫工作
中。你怎么看待她的行为？”当天，在
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上，老师抛出了
问题。一位学生回答：“这位护士的
行为体现出‘舍小家为大家’的家国

情怀，她在抗疫前线救治病人是为了
国家利益，‘国家好，大家才会好’。”

该节课以“国家利益至上”为主
题，老师通过一问一答的互动式教
学，并结合大量鲜活的案例，从而引
发学生的思考，增强了课堂实效。

在小学道德与法治课上，教师围
绕“独具特色的古代科学——中医”主
题，以贴近学生现实生活的教学内容
和形式，为学生提供了更开放的思考
和活动空间。在高中思想政治课上，
学生们走进超市近距离了解当下市场
价格和企业经营情况，并在课堂上对
市场调查结果进行剖析，从“被动学”
转变为“主动学”，提升了综合素养。

双向成立思政课青年教师成长营

当天，《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研究生走进东城主题实践活动方

案》正式发布，东城区的 13 所中小学
校成为首批实践活动基地校。

自 11 月 17 日起至 12 月底，来自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 30 名研
究生将走进东城实践活动基地学校，
通过调研实践、跟班听课等方式，了
解一线教育教学方法，并将结合教
材为学生开展“微宣讲”。

此外，东城区与清华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将双向成立思政课青年教
师成长营，确定东城区优秀思政课基
地学校，并共同实施思政课教师“三
个一”工程，每位思政课教师参加一
次“思政教师走进高校”专题研修、一
次综合社会实践考察、一次专项思政
学习培训，为期三年，实现思政课教
师全覆盖。双方还将开展中小学“双
三百”课程展示活动，通过“三百课
程”与“三百先进人物”，发挥正面引
导、示范带动的作用。

第四十届学生科技节开幕
将开展40余项科技竞赛；“人工智能教育共同体”启动

定安里小学学生在科技节期间进行科技制作体验。 通讯员 董赛 摄

老党员临终嘱托
交纳党费20万元

东城牵手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推动基础教育思政课改革创新

①

本报讯（记者 刘旭阳）近日，东
城区市场监管局开展安全用药月活
动，同时启动药学服务“帮扶结对”单
位药师入院实训项目，选派第一批药
师与医院带教药师牵手对接，帮助提
升药店药学服务及药师执业水平。

据了解，2019 年底，区市场监
管局创新开展药学服务“帮扶结对”
活动，辖区5家医疗机构与5家医药
零售连锁企业签署帮扶结对协议，5
家医院选派经验丰富的药学技术人
员为帮扶结对药店提供专业药学服
务，帮助药店药师提高药学知识储
备和执业技能，保障百姓用药安全。

当天，区市场监管局在疫情防
控常态化后，首次启动药学服务“帮
扶结对”单位药师入院实训项目，5
家药品零售连锁企业总部分别选派
了第一批共5名入院学习的药师与
医院带教药师牵手对接。入院学习
的药师将走进结对帮扶的医疗机构
的门诊药房、住院病房、药学部等部
门，开展为期一到两个月的实训。
通过观摩、学习和实战演练等实训
手段，提高药学服务能力。实训的
项目主要包括医院门诊药学咨询、
药品不良反应警戒、临床药学服务、
药品科普宣传和药事管理等。

2016 年 9 月 10 日正式投入运
营的 27 号院，以其地址为名，作为
朝阳门社区文化生活馆，是一个集
艺术、文化、体育、生活方式为一体
的文化教育休闲活动空间。27 号
院秉承古城传统历史的人文情怀；
毗邻王府井、东单繁华商业中心，
也让这片场院感染了前卫的先锋
浪潮。文化沉淀厚重感与创意城
市生活融合碰撞，让时下风尚在
经典复兴中迸发无限力量。十个
独立空间，开展涵盖戏剧、舞蹈、
音乐现场、当代艺术展览、文学、
沙龙、工作坊及讲座等系列活动，

为社区居民乃至全城的文艺爱好
者提供一个分享交流、寓教于乐
的空间和平台。

内务部街27号院

安全用药月活动启动
药店药师医院结对学习

拍摄地点：内务部街27号院
创作团队：腾讯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