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版FENGTAI TIMES
2022年9月30日 文化

责编/王晨 霍秋蕊 美编/白杨 校对/杨志强

本报讯（通讯员 田莹 记者 徐伟）为深入推进北

京市全民阅读工作，提高基层阅读推广人员的专业

化水平，9月27日，2022年北京阅读季“领读者”计划

启动仪式暨首届“宛平夜话”文化论坛活动启动仪式

和首期培训在丰台区宛平城举办。

本次活动，结合丰台区域文化特点，以纪念全民

族抗战爆发85周年为背景，以卢沟桥宛平城历史文

化区为出发点，借助卢沟桥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基

础研究，邀请文化艺术名人、文旅产业及城市规划专

家等齐聚一堂，引领大家共同读史书、鉴新知，来自

丰台区26个街乡镇的宣传文化工作人员以及领读者

代表100多人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一级巡视员王

野霏代表市委宣传部、市新闻出版局对各位领读者

长期给予北京全民阅读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并对

领读者培训计划提出工作要求，要不断完善“政府引

导、业界支持、社会参与、群众受益”全民阅读推广模

式，有效凝聚起社会各界资源，大力营造出书香京城

的浓厚氛围。

北京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曹蕾在致辞中

表示，在喜迎二十大之际，北京出版集团和丰台区委

宣传部联手唱响红色主旋律，倡导在北京阅读季领

读者计划的引导下，让更多的人爱上阅读、走入阅

读、坚持阅读。

北京电视台《书香北京》节目主持李文文代表北

京阅读季主持了整场活动。

著名主持人、朗诵艺术家陈铎老师饱含深情地

朗诵《永定河在月光中闪耀》，把优美的永定河带到

了我们眼前，透过月光下闪耀的河水，也让我们看到

了悠久的永定文化。

宛平城“院儿长”谈了他心中的卢沟桥、宛平城，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宛平人，从儿时和伙伴做游戏，

到工作、退休，再到成为“院儿长”，亲眼见证了宛平

城的日月变迁，但不变的是对这座城的热爱，对这个

“大家”的热爱。

狮子是丰台的文化名片——“卢沟桥上的狮

子数不清”。狮子是西方具象和华夏精神的完美合

璧，卢沟桥501只狮子见证800年历史的战火硝烟

与崛起发展。活动现场，丰台区卢沟桥文化发展中

心主任李卫、北京丰台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杨蕊一同“点亮”了“卢沟狮”的双眼，未来双

方将共同围绕“卢沟狮”进行数字藏品及其他代表

丰台的文创产品开发，让“卢沟狮”代表丰台走进

百姓日常生活。

晋察冀军区老十团王亢将军之女王沛华为大家

演讲《军魂之光》，将现场观众带回到那个战火纷飞

的年代。“天翻地覆，日新月异，任重道远，继往开

来”，她用四个成语概括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感受。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小小讲解员”赵邵帅

为观众们领读了抗战故事《勿忘国耻、圆梦中华》，用

独立自由勋章诉说英雄故事。

原北京地理学会副理事长、教授，现任中国文物

学会特聘专家朱祖希教授从感性和理性两条线给大

家讲述了《卢沟桥与北京城》的故事。朱教授说，许多

名城都依河而建，巴黎的塞纳河、伦敦的泰晤士河、

流经欧洲大城小市的莱茵河……也许，北京的永定

河在不久的将来也能因其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而成

为受世人瞩目的城市景观！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讲解员李洋在激昂的

《新四军军歌》声中带我们回顾了这首歌的创作过

程，熟悉的旋律一下子把大家带回那个烽火连天的

岁月。“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中华文化促进会旅游发展中心首席专家、中

国长城学会副秘书长李庚研究员，讲述了自己与

西山永定卢沟宛平城30年光阴的故事，从另一个

角度展现了永定河、卢沟桥、宛平城的历史文化

魅力。

一连串精彩的演讲将领读者计划启动活动推向

高潮，启动仪式只是开始，未来领读者计划还将持续

进行下去，让更多的领读者带领人民群众爱上阅读、

享受阅读。活动现场，嘉宾们共同按下了启动按钮，

2022年的领读者计划正式启动。

活动的最后，丰台一小学生孟昊锦以一首钢琴

独奏《红星闪闪放光彩》将活动再次推向了高潮，而

同样动人心弦的歌声来自丰台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长裴红，一首《我爱你，中国》带领全场观

众大声喊出：喜迎二十大，强国复兴有我！共祝祖国

母亲七十三周年生日快乐！

喜迎二十大 领读北京城
2022年北京阅读季“领读者”计划启动仪式

暨“宛平夜话”文化论坛活动启动仪式在丰台举办

优秀组织奖
1.区城管委

2.区规自分局

3.区委老干部局

4.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5.丰开集团

6.区医疗保障局

7.青塔街道

8.花乡街道

9.区国调队

10.区生态环境局

一等奖10名
1.《巧手同筑梦 慧心向未来》潘颖（区妇联）

2.《永不凋谢的残奥之花》肖春华（区委老干部局）

3.《牢记初心使命 传承红色家风》姜楠（区统计局）

4.《红色家风代代传》李江伟（军休十六所）

5.《一枝一叶总关情》商晓青（区规自分局）

6.《筑路前行心向党》张平（区城管委）

7.《承百年风华 担时代之梁》綦雨蒙（区规自分局）

8.《奋进统计调查新征程》李佳益（区国调队）

9.《铺好绿色发展底色》汪雪超（区生态环境局）

10.《迎接党的二十大 展现医保新作为》邸黎明（区医疗保

障局）

二等奖20名
1.《抗战精神薪火相传 红色地标光彩绽放》王芳（区委党校）

2.《坚守初心踏上新征程》黄卓铭（区法院）

3.《哑叭河的变迁》王金成（区委老干部局）

4.《用责任守护初心》兰珊珊（区规自分局）

5.《丰台农村集体经济核算单位回忆与思考》李贵（区委老干

部局）

6.《喜迎二十大 奋斗正当时》杨文华（丰开集团）

7.《奋斗与梦想同在 使命与担当并行》王华（区公安分局）

8.《从党史中汇聚前行的力量》王翊强（区规自分局）

9.《“共产党员”——我的梦》牛文彦（青塔街道）

10.《在磨砺中奋进 在实践中成长》胡晓旭（区城管委）

11.《执“青春”妙笔绘时代画卷》高歌（区医疗保障局）

12.《浅谈事业单位改制中精细化养护的管理模式》潘超（区城

管委）

13.《“北方的红星”永放光芒》赵其辉、张秀冉（方庄街道）

14.《汲取党史智慧 筑牢支部堡垒》王菲菲（区规自分局）

15.《展英姿不负韶华》吴迪（区城管委）

16.《雷锋精神激励我勇往直前》杨艳华（区委老干部局）

17.《赓续红色血脉 书写乡土记忆》杨树明（花乡街道）

18.《我在党的哺育下成长》高书林（军休二所）

19.《“萤火”万千共创未来》付也（区总工会）

20.《我当了一天“人民警察”》刘进学（军休八所）

三等奖30名
1.《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勇争先》付莲（丰开集团）

2.《参与治理“浙江村”的往事》陆文霞（区委老干部局）

3.《用担当书写青春的华章》吴荥（区规自分局）

4.《我的丰台记忆》何怡文（区国调队）

5.《我与丰台火车站的情缘》汪鲁兵（区委社会工委区民政局）

6.《踔厉奋发 砥砺前行》张彤（丰开集团）

7.《用心用情暖民心》蒋利（区规自分局）

8.《“百年老站换新颜”——助力北京丰台站开通》马军勇（区

城管委）

9.《我与党的故事》李向成（区规自分局）

10.《榜样照耀下的心路历程》桑洪凯（区城管委）

11.《做促进北京城南加快发展的推动者》任光明（区委老干部局）

12.《腾飞的“枢纽”》魏爱林（区城管委）

13.《优化医保服务 增进民生福祉》尹雯（区医疗保障局）

14.《建设生态环境美丽新篇章》韩艳磊（区生态环境局）

15.《回顾往事感动常在》吴倩（区城管委）

16.《见证“双奥”之城》尚天首（区委社会工委区民政局）

17.《回顾百年史 起航新征程》杨旭彤（区规自分局）

18.《青春心向党 奋进新征程》周怡娟（区统计局）

19.《翰墨颂党恩 妙笔绘丰台》张全开（区委老干部局）

20.《坚持红色旅游 赓续革命精神》霍炳全（军休八所）

21.《努力做一名优秀的老干部工作者》王海（区委老干部局）

22.《扶贫路上的星光》任懿（区科信局）

23.《盖新房》黄伟（区委宣传部）

24.《经典歌曲为什么会久唱不衰》于阳（区委老干部局）

25.《一二·九运动铭志石的由来和发掘经过》李伶（军休四所）

26.《新时代青年如何尽职履责》陈光（区园林绿化局）

27.《接受党的教育 抒发市政情怀》桑强（区城管委）

28.《坚定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吴佳一（区医疗保障局）

29.《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争取晚年更大光荣》李富国（区委老

干部局）

30.《继往开来“一路生花”》郭德喜（区城管委）

优秀奖20名
1.《学党史心向党》刘行（丰开集团）

2.《青年不“轻”砥砺前行》肖洋（区规自分局）

3.《忆阳光下的往事》蔡光忠（军休三十所）

4.《自信赶考 青春献党》杨旭东（区规自分局）

5.《坚守初心 牢记使命》孟凡琪（区园林绿化局）

6.《在祖国的旗帜下》包宗学（青塔街道）

7.《勇于奉献青春的精英团队》王闯（区城管委）

8.《踏红色足迹 传革命薪火》窦孝鹏（军休二十所）

9.《疫情面前显担当 越是艰险越向前》闫士轶（区城管委）

10.《担当医保新使命 奋进改革新征程》孙雪（区医疗保障局）

11.《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邢秀萍、杨建国（青塔街道）

12.《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陈日先（区委老干部局）

13.《从永定河的变迁看时代的新变化》郭宏洲（区公安分局）

14.《只要紧跟新发地市场就一定能够谋求更大发展》吴松旭

（花乡街道）

15.《永定河在新时代喜获重生》张宇（区生态环境局）

16.《行而不辍 以奋斗之姿迎接新时代》刘珊珊（区总工会）

17.《巾帼英雄陨落 纪兰精神永存》董江（军休十四所）

18.《和义“疫”线》丁永钢（和义街道）

19.《支教有我一个》高玉丽（花乡街道）

20.《旅途所见》曲波（区科信局）

（丰台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2022年
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

征文获奖公告

本报讯（通讯员 王海）9月28日上午，丰台区委老

干部局院内彩旗招展，人头攒动，一阵阵歌声伴着欢

笑声从院内飞出，在一派喜庆祥和的氛围中，全区离

退休干部“庆祝重阳节 喜迎二十大”系列文化活动隆

重举办。

活动主会场设在办公楼前喷水池旁。上午9点30

分，“庆祝重阳节 喜迎二十大”慰问演出在老干部们热

烈的掌声中拉开序幕。演出高歌主旋律，突出歌颂中国

共产党百年丰功伟绩，赞美新时代伟大祖国的繁荣昌

盛，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喜迎党的二十大召开的激动心

情。丰台区少年宫孩子们表演的舞蹈《我爱吃蔬菜》欢

快开场；中国煤矿文工团著名相声演员贾仑和连春建

表演的相声激起笑声一片；著名青年歌手单待演唱的

歌曲《中华颂》把演出推向高潮。老干部金秋艺术团带

来的时装表演《缤纷的季节》和舞蹈《草原多么美》《但

愿人长久》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各族人民的幸福美好生

活，而最聚人气的传统京剧选段更是赢得了老干部的

阵阵叫好。由老干部晓月诗社创作并表演的配乐诗朗

诵《天耀中华》充分反映了老干部喜迎二十大、一心跟

党走的坚定信念，引起了现场老同志的强烈共鸣。文艺

演出精彩纷呈，展示了当代离退休干部激情昂扬、健康

向上的精神风貌。台上演员们倾情表演，台下老干部聚

精会神观看，呈现出一幕幕幸福温馨的和谐画面。演出

过程中，还穿插展示了丰台区老年书画研究会为喜迎

二十大所创作的部分书画作品。

各分会场活动同时开始，区老干部大学和老干部

摄影组“喜迎二十大 共筑中国梦”摄影作品展、区老干

部晓月诗社“喜迎二十大 诗歌抒情怀”诗词楹联作品展

以及区老年书画研究会“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时代”书画

作品展分别在摄影棚、办公楼大厅和台球厅进行展示，

通过一幅幅精美的摄影、书画作品，一首首（副）诗词楹

联，展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伟业、伟大祖国的繁荣景象

以及全国各族人民的喜悦心情，表达丰台区离退休干

部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以及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

情感，吸引了不少老干部驻足观看。院内开展的套圈等

游艺活动，也深受老干部的欢迎，让大家仿佛穿越回了

少年时代。此外，还专门聘请丰台医院的专家为老干部

开展义诊和健康咨询，安排了老干部工作人员为老干

部提供政策咨询。

活动期间，区委老干部局严格落实消毒、测温、扫码

登记、查验72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等防疫措施，并为老

同志配发一次性医用口罩和消毒纸巾，确保活动安全。

老干部或相互问候、亲切交谈，或根据自己的兴趣

自由选择活动项目，在欢快、热闹、温馨、和谐的氛围之

中度过了难忘的一天。大家纷纷表示：今年的重阳节在

喜迎二十大胜利召开之际，又恰逢国庆节期间，老干部

局在节前组织一系列精彩的文化活动，主题鲜明、内容

丰富，让大家度过了一个祥和美好的节日，既暖心又开

心。今后将一如既往地主动参加各项活动，发挥好余

热，力所能及地为首都和丰台建设发展贡献微薄之力，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丰台离退休干部“庆祝重阳节 喜迎二十大”

▶晋察冀

军区老十团王

亢将军之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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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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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在 月 光 中

闪耀》

▶丰台一

小 学 生 孟 昊

锦 钢 琴 独 奏

《红星闪闪放

光彩》

◀中国文

物 学 会 特 聘

专 家 朱 祖 希

教授讲述《卢

沟 桥 与 北 京

城》的故事

徐伟/摄

徐伟徐伟//摄摄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讴歌党的光辉历程

和伟大成就，坚守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按照丰台

区史志宣传月工作安排，区委党史办在全区开展了

“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主题征文活动，着力凝聚全

区干部群众爱党爱国爱丰台、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

现发布优秀组织奖、优秀征文获奖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