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曲远剑：

新时代青年助力残疾人生活展翅
“今天带您走进‘国博’，将要欣赏的文物是‘四神博局纹铜镜’。”疫情

下，为了丰富无法走出家门的残疾人的精神生活，东城区“创翼助残公益专
项基金”副理事长曲远剑和团队运营的“创翼助残公益”抖音、快手账号推出
线上逛博物馆主题，受到残疾人的喜爱。

今年35岁的曲远剑长期热心公益，联合东城区东盛残疾人公益事业服
务中心创立“创翼助残公益专项基金”，帮助残疾人实现高品质长期稳定就
业。同时，他率领团队发挥职能回馈社会，向山村小学捐赠数字图书，参与
核酸检测志愿服务，捐赠防疫物资，参与百姓宣讲活动。他曾获得“北京青
年榜样”、奥运会志愿者先进个人、五星级志愿者、北京市优秀宣讲员等荣誉
称号。 文/记者 刘旭阳

坚定从事助残公益事业

“有我可以做的工作，我都愿意
去试试。”说起为何将帮助残疾人就
业作为助残的首要工作，这句残疾
人说过的话一直深深印刻在曲远剑
心里。“与其进行单纯的物质帮助，
不如帮助他们找到合适的就业岗
位，帮助他们实现人生价值。”2019
年起，他联合相关机构发起助残公
益项目，为残疾人提供就业培训，助
力残疾人就业。

2020年，助残公益项目依托“创
翼-助残公益志愿者服务队”运
行。曲远剑带领来自北京邮电大学
的学生志愿者，以“一对一”的服务
形式，为残疾人进行就业岗位辅导，
也为残疾人带来除技能培训外的社
会信息，鼓励残疾人自强坚持。

一次，在曲远剑团队帮助下
成功就业的一名残疾人，在知道
曲远剑是党员后，专门询问怎么
写入党申请书，怎样才能入党。“我
问他为什么想要入党，他对我说，
你是党员帮助了很多人，我想成为
党员，想去帮助更多像我一样的
人。”曲远剑深受感动，并帮助他
将入党申请书交到了当地残联工
作人员手中。

“ 志 愿 服 务 ，最 重 要 的 是 坚
持。”带着这样的信念，曲远剑一直
坚定地走在社会公益事业这条道
路上。

志愿服务疫情期间不停歇

面对新的疫情形势，不少线下
培训活动按下“暂停键”，曲远剑转
而将助残方向转为线上。曲远剑
团队所运营的“创翼助残公益”抖
音、快手账号，开设了读书分享、

“云”逛博物馆等视频栏目。“很多
残疾人不方便出门，我们的志愿者
们就去北京的各个博物馆拍摄了
系列短视频，希望即使是线上，也
能 够 带 残 疾 人 多 看 看 外 面 的 世
界。”曲远剑说。

同时，曲远剑团队还在线上开
设网络就业培训课程及科学防疫课
程，面向残疾人组织多场在线培训，
线上宣传防疫知识，开展就业技能
培训。此外，他鼓励已就业残疾人
利用居家就业优势，多生产文化产
品，增加收入。

“每个残疾人笑容的绽放，都是
志愿服务最美好的回报。”曲远剑坦
言，放眼未来，希望在满足残疾人基
本需求的基础上，能够通过基金会

筹款，帮助残疾人做康复训练，让更
多的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

截至目前，曲远剑以残疾人居
家就业为目标，辅助残疾人心理疏
导、解决残疾人就业等，帮助残疾人
3000 多人次，其中 300 余人获得居
家就业岗位，间接改善了 300 多个
残疾人家庭的生活。

发挥特长拓展公益维度

此前，曲远剑长期从事文化产
业相关工作，也时刻着眼于社会公
益事业。他结合工作单位实际情
况，组织企业参与社会公益项目，捐
赠 100 套数字图书馆。慰问北京
SOS 儿童村，并为儿童村孩子们捐
赠纸质图书及电子图书，捐赠 10台
儿童数字阅读桌。精选经典绘本、
动画和小游戏，让孩子们在玩耍中
进行学习，在游戏中进行阅读。

此外，曲远剑先后参与到“中国
梦”“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

“永远跟党走”的志愿宣讲工作中，
从机关到社区都可以看到他讲述的
身影。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周
年”宣讲中，4 个月的时间里，他的
行程遍及京津冀地区，开展宣讲 30
余场，直接受众达100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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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崇文争先”
做实“六字文章”

今年以来，东城交通支队与区城管委、住建委、各街道办事处等单位部门，对全区道路交通进行了一次“全面体
检”，通过对症施策，提升市民群众出行体验感、安全感、幸福感。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区共复划人行横道88处、
新增人行横道标识38处、更换交通标识103面。

其中，东城交通支队坚持精细化治理理念，以路口路段“小切口”开展隐患治理，通过在左安门内大街北口增设
非机动车一次性左转，在天坛东路路口、广渠门路口等15处路口设计行人简易安全岛，在东四十条桥环岛、龙潭三
角地优化车道等措施，精耕细作核心区交通管理。专项行动期间，共计复划建新人行横道、停止线、导向车道线等
交通标线2.8公里，安装柔性隔离柱65根，安装反光道钉305个，有效改善道路通行条件，行人、非机动车通行条
件越发规范，机非安全防护等级不断提升，居民出行安全系数得到显著提高。 记者 李冬梅 文并摄

坚持精细化治理理念，以路口路段“小切口”开展隐患治理

东城道路交通“全面体检”提高出行安全感

家住夕照寺西里的市民徐源
以前总听妈妈抱怨，“这路口要想
一次绿灯过去太难了，在路中间等
着，又怕被车碰着。”徐源特地陪妈
妈过了一次两广路广渠门路口的
人行道，“嚯，足足有 90 多步，40 多
米。”不过，徐源最近发现，这处人
行道装上了柔性隔离柱，大家可以
在这里进行二次过街等候。

记 者 在 现 场 看 到 ，由 六 根 红
色柔性隔离柱合围成的 3 平方米
左 右 简 易 安 全 岛 里 ，行 人 、自 行
车、快递车都可以安全等候。经
常途经广渠门路口的司机刘先生
深有感触地说：“以前没有这个安
全岛的时候，行人不知道站在哪
儿等候合适，司机更是害怕行人

前后移动。现在好了，有了这组
红色的隔离柱，我们老远就能知
道提前避让。”

据了解，为解决行人、非机动车
二次过街的安全隐患，东城交通支
队在二环路、两广路、光明路等 76
处主辅路进出口处加装反光柔性隔
离柱 692 根，在平安大街、东四南北
大街等 27 条人行横道处及机非分
道 线 上 铺 设 地 面 反 光 道 钉 14013
个，修复、增补交通护栏和信号灯杆
上反光贴片 643 片。与此同时，东
城交通支队还针对广渠门桥、光明
桥、安定门桥、永定门桥桥下空间照
明不足问题，主动协调北京路灯管
理中心和路桥部门，改善照明条件，
提升了事故预防水平。

聚焦“小切口”
精细化开展隐患治理

今年以来，东城交通支队实行专
班督办、诉求立项，全力解决 12345
热线居民诉求。根据居民反映诉求
交通组织和交通设施问题，经多次实
地踏勘，优化东花市大街东口、东单
北大街交通组织，共计复划建新车道
线、停止线、网状线等交通标线 7.2公
里，新增更换禁停、单行线等交通标
识 42面。

11 月 24 日上午，记者来到幸福
大街通往广渠门内大街的南北向路
口，发现曾被不少人形容要用“抢
跑”来通过的路口，已经修建了水泥
安全岛。“主要是东西方向车流量大，
左转车辆也多，所以红绿灯时间长。”
在雍贵中心上班的汪琛说，以前这个
路口不走快点儿，一次绿灯时间都
过不去，更何况老人腿脚没那么利

索。现在有了安全岛，大家都可以
在这里等候。

东城交通支队秩序管理大队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路口的空
间比较大，比较适合建硬隔离型安全
岛。考虑到路口路程长、绿灯时间短
带来的危险性，我们为行人设计了可
以停留的‘中间地带’，让大家可以安
全地在等待区停留。”

有了安全岛 过马路不用再“抢跑”

（上接1版）
给老楼加装电梯的事，居民越女

士期盼已久，她说：“我和老伴都已经
年 近 80 岁 了 ，腿 脚 是 一 年 不 如 一
年。我们住在三楼，看似楼层不高，
但对我们老两口来说真是个老大
难。我们早就盼望着能装电梯，今天
这事儿正式提上日程了，我真是打心
眼里高兴。”

流动议事厅开在居民楼门口

为天坛东里 64 号楼更换了上下
水管道；为天坛东里 50 号楼加装了
电梯；还为东四块玉南街 37 号楼解
决了停车乱象……多年来，“傍晚六
点半”流动议事厅为居民解决了不少
烦心事。

东四块玉南街 37 号楼原是某单
位的宿舍楼，共 4个单元、54户居民。
这些年，由于历史原因，该楼基本处
于失管状态。前段时间，社区在楼前
连续召开了四次流动议事厅，协商解
决了社区环境脏乱的问题。

东四块玉南街 37 号楼南侧有一
条不宽的小马路，过去只是单车通
行。经过疏解整治，马路是变宽了，
却被很多车主“盯上”了，成了社会车
辆免费停放的停车场，影响居民休
憩。居民丁起荣说：“这楼前面停的
小汽车，哪儿来的都不知道，我们老
头儿老太太晚上坐这儿聊会天儿，白
天想晒晒太阳，结果全是尾气。”

令丁起荣和其他居民头疼的，还
有小区里三天两头换人的出租房、被
挪来挪去经常找不到的垃圾桶等问
题。在社区的组织下，居民们在37号
楼门前召开了流动议事厅。流动议
事会上，居民们你一言我一语，社区
工作者拿着笔和本一一记录了下来。

经过多次协商议事后，社区工
作者不仅帮助大家解决了之前反映
的问题，还在大家的支持下，决定在
37 号楼成立由 5 位居民组成的“自
治小组”，负责管理该楼的外来租
户，向他们宣传该楼的“居民公约”

“租房公约”，同时负责协商聘请一
位保洁员，向每户收取一定费用，用
在保洁员的劳务费和楼道灯维修
上。此外，还负责及时将街坊邻居

的问题反映给负责该楼的社区工作
者，加强居民与社区之间的沟通。
37 号楼的居民们对流动议事厅的最
终决议非常满意，认为这是一个行
之有效的长久方案。

傍晚六点半倾听居民心声

“‘傍晚六点半’流动议事厅的
初衷是为了解决居民群体缺乏与社
区工作者对话、沟通的机会的问题，
倾听居民心声。”四块玉社区党委书
记张婧说，之所以起名“傍晚六点
半”流动议事厅，是因为从傍晚六点
半开始，白天上班的居民陆续回到
家，这个时间召开议事会，参与的人
员多不说，年龄结构也更广，社区的
中青年甚至青少年都可以参与，收
集到的问题、建议也会更加全面。
议事厅也充分体现了流动属性，可
以在楼门院前开，在小广场上开，也
可以在社区的“共享家”开放空间内
开，位置机动灵活、就近就便，最大
程度方便居民。

通过不断实践，“傍晚六点半”流
动议事厅的流程日趋完善，四块玉社
区根据不同产权、不同院落、不同楼
房的具体情况划分不同区域，将社区
工作者分成小组承接这些区域。每
次议事会议开始前，相关小组成员需
提前张贴会议通知，协调区域内的楼
门长、居民代表、小巷管家协助通知
到每户居民；会议当天，小组成员提
前半小时到指定地点布置场地及热
场；小组长负责主持会议并引导参会
者发言，小组成员负责记录，结束后
起草该次会议的“会议纪要”“会议决
议”于第二天进行公示，并将整理出
的问题交由上级统一安排下一步解
决路径。

截至目前，社区已召开 11场流动
议事厅会议，成立了“项目自治小组”
9 个，实现了“社区里的事，大家商量
办”。张婧说：“党的二十大提出，基
层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
现，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
主的重要形式。我们将深化发展

‘傍晚六点半’流动议事厅，努力将
其打造成为基层民主、协商民主的品
牌项目。”

现场1

现场2
幸福大街北口安全岛。

龙潭路西口安全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