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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北京“三老”现象透视
文/新华社记者 王优玲 张 超 邰思聪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推动老城整体保
护，让更多老街坊过上“现
代生活”；

———老旧厂房“变身”
创新园区，让产业更有竞争
力；

———积极构建“三边四
级”养老服务体系，让更多
老年人老有所养……

连日调研中，记者发现
正处在城市更新、高质量发
展关键阶段的北京有一个
特别的“三老”现象，透视

“三老”现象，人们不难看
出，人民的获得感犹如一条
红线贯穿始终。

老城保护与更新提升

百姓生活质量

拆除私搭乱建，不允许
车辆随意出入……在位于
北京琉璃厂西街片区的椿
树街道，琉璃巷、西南园胡
同、铁鸟胡同等7条胡同彼
此连接，形成了一个约1公
里长的胡同慢行系统，人们
在这里能感受胡同的宁静，
品味街巷的“老北京味”。

胡同慢行系统，折射出
过去5年里北京城市发展理
念的巨大转变：老城不再
拆，加强整体保护……

整治首都核心区2435
条背街小巷环境；编制中轴

线保护规划；扎实推进钟鼓
楼周边疏解整治等30余项
重点项目……一系列措施
紧锣密鼓出台。

花红柳绿，鱼翔浅底。
恢复历史风貌的前门三里
河游人如织。

第一次来遛弯的赵珊
有些惊喜：“感觉特别亲切。
青砖、石板、小院，都是过去
的样子。”

成百上千条背街小巷
环境获得整治提升；许多胡
同的架空线入地，还一片澄
净的天空；基本便民网点建
设提升……越来越多的人
感到了老城的细微变化。

以提升百姓生活质量
为落脚点，北京市全面实施

“保障对保障”政策，以公租
房、共有产权房等腾退置换
核心区直管公房，同时做好
教育、医疗等配套资源疏
解，解除居民后顾之忧；对
核心区存量平房保护区院
落和老旧小区，通过拆违、
恢复公共空间，实施“共生
院”改造，更新老楼和市政
设施，补建便民服务设施，
着力改善老居民、老住户、
老街坊的基本生活条件。

“北京老城是中华文明
的金名片，北京老城整体保
护对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具有示范和表率作用。”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
院长连玉明说。

老旧厂房改造让城市

更有活力

位于朝阳区双桥地区
的E9区创新工场原来是双
桥乳品厂，如今，曾经用于
牛奶加工的“管”和“罐”
———经过再创造，成为室外
各种创意景观。E9区创新工
场瞄准文化科技双向融合
产业定位，致力于成为文化
科技企业聚集区，一期项目
已入驻科创企业80余家。

北京鲸世科技有限公
司是一家做数据可视化的
科技互动创意公司，把博物
馆里的青花瓷进行3D扫描
并绘图，游客可以触屏旋转
360度全视角欣赏。

“去年公司搬到E9区创
新工场，这里很适合做科技
与创意融合的产品研发。”
鲸世科技总经理杨利■说。

从798、郎园到莱锦、铜
牛，近年来，仅在北京朝阳
区，就有60余家老旧工业厂
房转型升级改造为文创产
业园区，改造建筑规模超过
300万平方米。在全北京，已
腾退老旧厂房超过242个，
总占地面积超过2500万平
方米。

“老旧厂房是城市文化
的‘文化富矿’和‘金山银
山’。保护利用好工业时代
的历史遗存，是实现首都功
能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一条新路。”朝
阳区副区长刘海涛说。

养老体系创新助更多

老年人老有所养

“老龄人口是我们的财
富。每逝世一位老人，我们
就失去了一座‘图书馆’。”
北京市民政局局长李万钧
说。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探
索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摸索城市发展的养老“新
经”。

2015年，北京市人大率
先立法通过《北京市居家养
老服务条例》，这成为全国
第一个关于居家养老服务
方面的地方法规。

北京致力构建“三边四
级”养老服务体系，即在政
府主导下，通过“市、区、街、
居”四个层级的责任体系，
让养老服务走到老年人的

“床边、身边和周边”，做好
“最后一公里”的居家养老
健康服务。

这一细节耐人寻味：
2018年，按照北京市重要民
生实事项目分工，北京市民
政局应在城乡社区建设150
个养老服务驿站，而去年北
京实际建成并运营社区养
老服务驿站182家，超额完

成任务，累计建成运营养老
服务驿站超过680家。

在怀柔区慕田峪长城
脚下的北沟村，每天中午和
晚上，村里40多位70岁以上
的老人免费在“北沟村幸福
晚年驿站”就餐。

“村里有了老年人‘小
饭桌’，我们每天吃饭再不
用愁了！”72岁的李德福说。

2018年，北京市为老年
人建立健康档案340余万份，
为150余万名65岁以上常住
老年人提供健康管理服务
……北京推进居家健康养
老步伐铿锵。

高质量发展是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这既是出发
点，更是落脚点。“三老”现
象，只是一个缩影———

试点“街乡吹哨，部门
报到”，推动治理重心下移；
12345热线实现接诉即办，
去年受理群众来电580多万
件；出台关于加强新时代街
道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把问
题解决在基层……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进程中，北京切实办好老百
姓家门口的事，不断增强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北京市社
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弘说。

位于湘南地区的革命
老区湖南省耒阳市，每年会
举办数场“红色故事进校园”
活动。牺牲在抗日前线的八
路军高级将领———谢翰文
的革命故事，总是让孩子们

“很喜欢、很感动”，有的听得
热泪盈眶。

谢翰文，又名汉文，号
鸿锡，1904年出生于耒阳城
关的一个富裕家庭。1919年，
谢翰文考入县高等小学。毕
业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入衡
阳新民中学。读书期间，他积

极阅读进步书刊，逐渐萌生
了“改造社会”的理想。1925
年，谢翰文从新民中学毕业
返乡，立即投身于耒阳的革
命活动，参加了共青团组织。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5月，长沙发生
“马日事变”。谢翰文只身潜
入衡耒边界的桐子山地区，
开展秘密革命活动。1928年2
月，朱德率工农革命军第一
师攻占耒阳县城。谢翰文被
任命为耒阳县苏维埃政府
特派员，负责领导桐子山地

区农民起义的武装斗争。3
月，他随朱德向井冈山转移，
不久被调到红4军第28团任
书记官。

1929年后，谢翰文任红
5军第4纵队党代表、红3军团
秘书长、第3师政治委员、红3
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参
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
次至第五次反“围剿”。1934
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主力
长征，途中编写了许多行军
快板，鼓舞了部队士气。1935
年9月，红一方面军胜利到达

哈达铺改编为陕甘支队后，
谢翰文被调到西北红军大
学担任校务处长。1937年1
月，西北红军大学改名为中
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他被
任命为学员13队队长，后又
调校部任政治宣传科科长。

1939年，庆祝抗大成立
3周年时，谢翰文负责举办的

“抗大成绩展览会”，共陈列
出3000多种展品，得到毛泽

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的
好评。同年，他被评选为全校
先进政治工作者。

1941年初，谢翰文任八
路军总后勤部政治部主任。
1942年5月，日军对华北的冀
中、太行、太岳、晋西北等抗
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大“扫
荡”，八路军总部决定实行战
略转移。在5月25日的突围
中，他和妻子双双被俘。面对

日军的严刑拷打，谢翰文坚
贞不屈，最后被日军秘密杀
害，时年39岁。

在谢翰文牺牲前一年，
他离开抗大奔赴前线时，在
临别赠言中说：“深刻研究马
列主义原则，不断地创造新
的宣传方式与方法，把自己锻
炼成为党的宣传家。”这也正
是他参加革命、奋斗一生的孜
孜追求。 （据新华社报道）

《内蒙古日报》消息 为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
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
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日
前，自治区“草原学习轻骑
兵”宣讲小分队到满洲里市
进行集中宣讲。

在满洲里市委党校举
行的宣讲学习会上，自治区

“草原学习轻骑兵”宣讲小
分队成员、内蒙古社科联党
组书记、主席杭栓柱，从准
确理解和把握总书记重要
讲话的丰富内涵、总书记重
要讲话对于内蒙古的重大
意义、如何贯彻落实好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等3个方面
进行了宣讲。

与会者态度认真、精神

饱满，边听边做笔记。大家
纷纷表示，通过学习加深了
对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
认识和理解，增强了做好本
职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和
紧迫感，将会把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化为推进
工作的动力，勇于担当、狠
抓落实，奋力做好满洲里国
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

设工作。
学习会结束后，杭栓柱

来到新世纪社区，与社区工
作者、社区党员代表、社区

居民和辖区物业企业代表
进行互动宣讲，解答他们关
心的城市建筑固废、餐厨垃
圾、基层宣传等问题。

“希望以后绿色发展的
事越来越多，我们的生活环
境越来越好。”社区居民李
大爷说。（李玉琢 陈功利）

北京前门三里河绿化景观

增强了做好本职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谢翰文：“把自己锻炼成为党的宣传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