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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临近，城市副中心庆祝建党百年的氛围愈发浓厚。这不，最近不少社区居民动手创

作，用奇思妙想、精雕细刻的原创手工作品，致敬初心，为党的百岁华诞送上“生日礼物”。

“木雕老人”制作红船模型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红船精神”传承共产党人初
心使命。

在中仓街道莲花寺社区居委会，就摆放着一艘小小的红船模型。模型长
55厘米，宽15厘米，高 20 厘米，废木料做船身船帮，牙签变身船顶，竹帘制
成窗户，小小的红船模型是社区的花甲老人居振桐利用旧物制作而成。
说起创作初衷，居振桐表示，红船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筚路蓝缕的创业历
程，承载着共产党人的赤诚初心。“我也要以‘红船精神’为引领，不断地开
拓、创新，创作出更好的作品来回报社会。”

年轻时，居振桐是一位钳工，心灵手巧的他经常利用废弃木料、一次性筷
子、泡沫等废旧材料做些“小玩意儿”，盆栽、人物、建筑模型等，个个精致传
神。后来，他还创作了一系列“通州元素”作品，包括清真寺、四合院、胡同、抗
疫人物等，广受街坊邻里的赞美好评。

今年“七一”前，好琢磨的居大叔有了新创意，他多方考证、设计方案，历
时40天制作了延安宝塔山等实体微缩模型，以及反映井冈山、西柏坡精神的
系列红色作品。这些作品体量都不大，约有A4纸大小，但都细致精美。这些
作品也都是他用回收材料制作。木板、泡沫、闲置的铁丝衣架，信手拈来、精
工巧做。

如今，这些作品都放在社区居委会展出，常吸引街坊邻里围观拍照，成了
社区里的“网红打卡地”。“这些红色作品让我们更好地感悟到在党的领导下
我们拥有的美好生活，让我们倍加珍惜。”社区党总支书记高艳辉说。

百名百名““绣娘绣娘””4040万针绣红旗万针绣红旗

“绣娘”们和志愿者在精心绣制的作品前合影留念。

“线儿长针儿密，含着热泪绣红旗绣呀绣红旗……”今年 4 月下旬，中仓

街道残联发起“百人百日绣红旗”活动。在中仓街道温馨家园“绣房”里，伴

随着《绣红旗》宛转悠扬的曲调，一群特殊的“绣娘”围坐桌前穿针引线。一

针一线间，都是对党的感恩和祝福，把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从指尖绣入

心田。

绣品长 2.18 米，宽 1.58 米，全部绣制完成需 40 余万针。活动启动以

来，中仓街道温馨家园的残疾人朋友和志愿者热情高涨，大家兵分两路，

上下午接力绣制。截至目前，该绣品已完工并装裱，正式赠送给中仓街道

党工委。

面塑艺人巧手创作《五十六个民族喜迎建党100周年》

“巧娘”杨帆在面塑作品中创作了56个民族的人物形象。

左手红纸，右手剪刀，双手翻飞自如，短短几分钟，一幅简洁美观的剪纸作

品便跃然眼前……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西集镇王庄村“团花剪纸”

非遗传承人王文敏创作了不少建党百年的主题作品，并为郎府中学、永乐店中

学的学生教授剪纸课程，忙得不亦乐乎。

今年 73 岁的王文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团花剪纸”的第三代传人，也

是一位有着 50 年党龄的老党员。他先后多次在重量级艺术赛事中获得

奖项，作品广受好评。王文敏曾为北京奥运会等创作剪纸作品，并被多

家单位收藏。

今年，为庆祝建党百年，他创作了多张毛主席肖像作品。“没有老一辈

革命家的牺牲和奉献，就没有我们如今的美好生活，我们要懂得珍惜和感

恩。”王文敏以照片为参考，精心设计，最终形成了这套剪纸作品组合。

居振桐（左）与街坊分享红船模型创作背后的故事。

“团花剪纸”传人创作系列主题作品

走进“巧娘”杨帆的工作室，随处可见各种面塑艺术品——以假乱真的盆栽、
憨态可掬的动物以及一些惟妙惟肖的古典人物，造型独特、色彩缤纷，让人眼前一
亮。而最引人注目的要数她刚刚为建党100周年献礼创作的面塑艺术品。

面塑，俗称面花。杨帆的母亲、姥姥、太姥都是从事面花制作的手艺人，她
从小受家庭熏陶，耳濡目染学习面塑技艺，长大后师从菏泽面塑大师陈素景。
经过多年努力，杨帆成为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面塑代表性传承人。3年前，杨
帆作为“特殊人才”来到西集镇，并设立工作室。她从种植小麦开始，开展面塑
创作的全流程工序，让人们见识到了这位“非遗大师”的严谨和细致。

此次杨帆创作的面塑作品《五十六个民族喜迎建党100周年》中，塑造了56
个民族的人物形象：身着节日盛装，手持鲜花，手舞足蹈，脸上洋溢着欢乐和喜
庆。揉、搓、拈、压、拍……为创作这套作品，杨帆拿出了“压箱底儿”的绝活，用
上了面塑技艺的各种高超技巧。“我要用作品祝福党和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
安，带领人民奔向更加美好的生活。”杨帆诚挚地说。

王文敏以剪纸作品献礼建党百年。

副刊·城韵

城市副中心党工委召开专题会

研究东部路网规划和大运河景观亮化等工作
隋振江主持

本报讯（记者 金耀飞）昨天下午，城市
副中心党工委召开专题会，研究城市副中心
东部路网规划、温潮减河项目建设和大运河
景观亮化等工作。副市长、城市副中心党工
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隋振江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城市副中心东部路网规划
工作进展情况汇报，指出，加强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是提高区域承载能力、建设“没有
城市病”城区的基础性工作。要坚持内外结
合，立足轨道上的京津冀、提高城市副中心

区域承载能力，整体谋划，有序推进。要完
善城市副中心内部交通网络，加强与中心城
区通道建设，优化路网设计，做精慢行系
统，加快推动规划落地实施。对外加强与北
三县沟通协作，深化研究、稳定规划、加快
审批，推动厂通路、东部联络线等项目早落
地、早见效。

会议听取了温潮减河项目进展情况汇
报，指出，温潮减河项目是北京城市总规及
副中心控规确定的上蓄、中疏、下排“通州

堰”防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相关部门
要统筹谋划、加强联动，严格按照市委市政
府决策部署，进一步细化规划设计方案，充
分学习国内国际先进经验，兼顾防洪安全和
生态功能，减少对区域排涝和交通影响，力
争项目早日具备开工条件。

会议听取了大运河景观亮化项目情况
汇报，指出，大运河是北京重要的水系景观，
是城市副中心独具魅力的文化符号，随着大
运河北京段40公里河道全线旅游通航，市民

可乘坐游船饱览运河旖旎风光、体验运河文
化魅力。要按照让大运河“动起来”“活起
来”“亮起来”的要求，优化景观亮化项目实
施方案，从照明、喷泉、灯光秀、步道等细节
入手，做好与沿线城市景观亮化统一规划，
突出节能、环保、文化底蕴及市民休闲娱乐
等核心理念，把大运河打造成为城市副中心
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金名片。

市政府副秘书长邹劲松，城市副中心党
工委管委会领导赵磊、王承军参加。

本报讯（记者 曲经纬）近日，北京市
发改委公开发布《加强腾退空间和低效
楼宇改造利用促进高精尖产业发展工作
方案（试行）》。根据方案，在符合首都功
能定位和规划前提下，本市鼓励项目实
施单位通过自主、联营、租赁等方式对重
点区域的腾退低效楼宇、老旧厂房等产
业空间开展结构加固、绿色低碳改造、科
技场景应用及内外部装修等投资改造，
带动区域产业升级。市政府固定资产投
资对于符合相关条件的项目给予支持。
项目可申请投资补助或贷款贴息，支持
资金最高可达 5000 万元。目前，城市副
中心已梳理出17个项目。

此次改造空间对象包括低效楼宇、
老旧厂房和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施三
类。低效楼宇主要指整栋空置或正在使
用但单位面积年区级税收低于200元/平
方米，入驻率偏低的老办公楼、老商业设
施等老旧楼宇，或现状功能定位、经营业
态不符合城市发展功能需求的存量办公
楼和商业设施；老旧厂房指由于疏解腾
退、产业转型、功能调整以及不符合区域
产业发展定位等原因，原生产无法继续
实施的老旧工业厂房、仓储用房、特色工
业遗址及相关存量设施。

记者获悉，此次试点将先行在中心
城区和城市副中心范围内开展。改造后
落地项目应当符合区域产业发展定位，
重点支持文化、金融、科技、商务、创新创
业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新一代信息技术、
先进制造等高精尖产业。

对于符合条件的项目，市政府固定
资产投资将给予支持。支持方式分为投
资补助和贷款贴息两种，每个项目可以
申请其中一种支持方式。投资补助方
面，腾退低效楼宇改造项目，按照固定资
产投资总额 10%的比例安排市政府固定
资产投资补助资金，最高不超过 5000 万
元；老旧厂房改造和产业园区内配套基
础设施改造项目，按照固定资产投资总
额 30%的比例安排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
补助资金，最高不超过 5000 万元。贷款
贴息方面，对于改造升级项目发生的银
行贷款，可以按照基准利率给予不超过2
年的贴息支持，总金额不超过5000万元。

申报项目类型有哪几种？市发改委
相关负责人解读，一是规模化改造，建筑
规模应超过3000平方米，且同一实施主体
开展的同一区域内零星空间改造，达到上
述标准也可打捆申报；二是定制化改造，
对龙头企业、骨干企业或市政府确定的重
点项目开展整体定制化改造，对重点企
业、重大项目落地形成支撑的项目；三是
整合改造，将原来分散产权的腾退低效楼
宇、老旧厂房通过转让收购集中为单一产
权主体开展改造的项目；四是园区统筹改
造，整体更新区域内楼宇、老旧厂房等各
类产业空间以及道路、绿化等基础设施，
构成若干区域性、功能性突出的产业园
区更新组团的项目；五是绿色低碳循环
化改造，对建筑本体、照明、空调和供热
系统实施节能低碳改造，使用可再生能
源，积极打造超低能耗建筑。（下转2版）

一簇簇鲜花，将大街小巷装扮一新；一
个个“中国红”，装点出喜庆的节日氛围；一
幅幅振奋人心的标语，献礼建党百年……随
着“七一”临近，城市副中心街头巷尾张灯结
彩，喜庆氛围愈发浓厚。

在新华南路和新华北路交叉口，一座近
五米高的立体花坛，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拍
照。这座花坛主要采用大花海棠、无性鼠尾
草等 30 余种花卉植物制作而成，其主题是

“光辉前行”，设计思路是以飘扬的红旗化作
大船，穿过彩虹化作的桥洞，少先队员代表
着祖国的未来，红旗散发光辉，指引着祖国
未来前行的方向，画面和谐美好，表达对建
党百年的美好祝福。

西海子公园南门，一座名为“百年诞辰”
的立体花坛全新亮相。花坛结合公园南门
现有古建形式，采用中国古建典型元素“万
字纹镂空花窗”作为主框架，中间放置“百年
诞辰”、党徽、“1921-2021”、金色礼花等元
素，前方搭配寓意收获、希望和种子的金色
麦穗，表达对建党100周年的热烈庆贺，与对
未来的美好展望。花坛中间地面摆花采用
了红色鸡冠花和一串红，象征着希望与美
好，寓意人民群众对党的美好期望与祝福。

“今年我们在副中心布置了 8处以建党
百年为主题的立体花坛，仅爱琴海购物公园
广场和六环西辅路两个立体花坛就使用花
卉 228831株，面积达 850余平方米。”通州区
园林绿化局相关负责人表示，8个花坛共使
用花卉 83 万余株，累计栽花面积达 4300 余
平方米，通过不同的绿化造景，营造庆祝建
党百年的喜庆氛围。

在小巷胡同里，也同样“挂”满了鲜花，
北苑街道精心挑选了 10800株各色花卉，装
点到北苑北路的植物墙上，让这条背街小巷
成了吸引周围市民争相打卡的“网红景
点”。中仓街道南大街的白将军胡同，一盆
盆挂在墙上的玉簪、吊兰颇为抢眼，地面上
的木制花坛内，月季、紫罗兰芬芳吐艳，丁香
树枝繁叶茂，俨然是一个“立体花园”。

除了街头巷尾绽放花卉，城市副中心
还铺就了一条条“花香大道”。从玉带河大
桥一路向西，车窗外的风景靓丽起来，道路
中央护栏上，一组组姹紫嫣红的时令花卉，
给原本“灰蒙蒙”的街道上增添了一抹亮
色。记者从通州区城市管理委了解到，今
年，“花香大道”已增至新华大街、新华南
路、新华北路、通胡大街等 11条主要道路以

及东关大桥、玉带河大桥两座桥梁。22 公
里长的道路中间，接连不断在黄金护栏上
布设有 5538 个立体花箱。据了解，结合庆
祝“建党百年”，已为“花香大道”更换万寿
菊、金叶薯等夏季新品花卉，所有的花箱都
由亚克力材质内盆和铝合金材质、防腐木
外观外盆组合而成，可重复利用多年。下
一步，“花香大道”将逐渐扩展至城市副中
心更多道路和桥梁。

各色喜庆的节日装扮纷纷“上阵”，炫目
的灯光点缀也必不可少。以新华大街为轴
线，自京通快速出口向东至万达商圈、北京
ONE三个组团节点区域，一座座“会发光的
房子”常常令过往行人停下脚步，或拍照留影
或驻足欣赏，无形中吸引了不少人气。“夜景不
仅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名片，对于本地居民
而言，夜景照明还应该与居民的生活舒适度相
结合。”通州区城市管理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已启动通济路、新华大街、通燕高速沿线
三项景观亮化工程，扮靓副中心的夜空。

炫彩副中心 为党庆生日
本报记者 冯维静 王军志

本报讯（记者 陈施君）昨天下午，张家
湾设计小镇智汇园迎来首批单位签约入驻，
包括北咨公司、北京能源学会及成员单位。
它们将发挥行业引领带动作用，助力城市副
中心成为咨询产业集聚示范区及绿色发展
高地，为加快实现城市副中心“碳中和”贡献
力量。

签约仪式上，张湾置业公司分别与北咨
公司、北京能源学会、北京国能国源公司、合
创三众能源公司、思达新能公司签署了租赁
服务协议。

北京市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于 1986 年经
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是北京市属唯一
的甲级综合性工程咨询机构。2020年，完成

转企改制，由北京市发改委管理的副局级事
业单位改为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二
级企业。30多年来，北咨公司参与了北京市
及部分国家级重大投资建设项目咨询服务，
基本形成了贯穿规划研究、项目前期咨询、
设计咨询、建设咨询的全过程工程咨询业务
链条，构建了独具特色的咨询理论方法及服

务体系，积累了一批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
为政府和社会在工程建设项目的投资决策、
投资控制和建设管理方面提供了智库支撑
和服务保障。作为政府智库平台和行业头
部企业，北咨公司入驻城市副中心后，将发
挥行业带头作用，加快推动副中心咨询产业
集聚示范区建设。（下转2版）

首批企业入驻张家湾设计小镇智汇园
将助力城市副中心“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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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上灯光璀璨，扮靓城市副中心夜空。 记者 常鸣/摄

在西海子公园西门，一座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立体花坛全新亮相。
记者 唐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