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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可以睡个早觉了，明天继续，卫辉一切都在慢慢好起
来。”7月 25日深夜 11点半，参与河南灾情救援的蓝天救援队通
州组队员何玉龙发了一条朋友圈，这是他抵达河南后，休息最早
的一天。但 26日一大早，何玉龙和队友们便又接到了新的紧急
任务，参与转移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医患人员。该医院
位于卫辉市市区高地，是豫北地区的三甲医院，受内涝影响，已
成为一座汪洋中的“孤岛”。多支救援队伍纷纷赶往驰援。高
龄、婴幼儿、危重症患者……这批被转移人群以病患为主，使转
移难度大大增加。当晚，医院再次因汛情停电，更需救援队加快
转运危重症患者。而此时，该点位水深已达1.5米左右。在有限
的条件下，李文阳和队友泡在水里、跪在船上，连抱带抬，把患者
尽快安置到冲锋舟上。有人高举吊瓶、有人怀抱氧气袋，守在病
患身边。“开稳点！”考虑病患身体情况，队员驾驶冲锋舟时格外
小心，半个小时已平稳运出两批病患。

这样的紧急任务，自打赶赴一线以来，蓝天救援队通州组队
员已经记不清参与了多少次。

“水上涨得很快，我们凌晨两点多到达这里。7个人，近 400
人次的转移，近 70轮次下水。面对不停的求助，那句‘我想歇会
儿’有点说不出口。新乡救援告一段落，今天继续转战卫辉，跟
我们先到的 5位队友汇合了。快了，一切都正在好转。”深夜 12
点15分，蓝天救援队通州组队员李雪发了一条朋友圈，此时的她
刚结束一天的救援，瘫坐在车旁，一身泥污。

7月 21日，在河南郑州等地遭遇特大暴雨灾情后的第一时
间，蓝天救援队通州组由队长李文阳带队，首批一行 5 人奔赴
受灾严重的新乡、卫辉紧急驰援。冲锋舟、发电机、浮力马甲、
水域头盔、救援绳包、牵引脱钩以及消杀设备等，装了满满 10
车。他们于当天下午 3 点出发，由于路况不好，深夜 12 点才抵
达，来不及休息，面对需要援救的受灾群众，所有队员到达现
场后立即进入战斗状态，搜寻、救援、转运……直到早上 5点才
喘了口气。由于灾情需要，24 日，蓝天救援队通州组第二批 7
人赶往增援。这 12名赶赴一线的队员包括队中水域救援和城
市救援教官，具有丰富的无线电、水域、绳索、医疗急救、防疫
和特殊驾驶技能，且均为队中水域救援高手，平均水域救援资
历 5年以上。

过敏、晒伤，几天连轴转的救援后，因为长时间泡在水里，每
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红肿。救援队水域救援教官霍昊疲惫地向
记者介绍：“来的时候带了6个冲锋艇，两三天就用坏了两个。还

好后来又补充了 4个，昨天已经送达。”与自己的身体相比，霍昊
更在意救援队的装备，“装备齐全，我们就能帮助更多的人。”据
统计，截至27日，蓝天救援队通州组利用冲锋舟往返洪水淹没区
超过200次，紧急搜救转移受困伤员、老人、儿童等受灾群众累计
1080余人。

冲在救援一线的“通州力量”还有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通州
区消防救援支队的指战员。

7月24日，新乡市牧野区曲韩社区有几千人等待转移。该支
队领受指挥部任务后，指战员用喇叭和哨子，逐楼逐户开展人员
搜救，共营救转移群众139人。8个小时不间断的救援行动后，消
防员的手和脚都被洪水浸泡得发白，他们自己笑着说，这是“白
手套”和“白袜子”。他们的笑容很灿烂，可是看着让人心疼。

7月25日下午3点半，一位村民来到新乡市卫辉市南码头村
的转运现场，哭着说家里有一位瘫痪老人，需要转运。通州区消
防救援支队立即派遣刘振会等3名队员，携带担架到现场进行处
置。据家属介绍，老人长期卧床，要想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地带并
非易事。消防员在家属和乡亲的配合下，将老人用担架小心抬
到了冲锋艇上，“小心腿，小心腿！”“老爷子，没问题吧？有没有
什么不舒服？别害怕，我们会送您到安全的地方！”……队员们
一边小心翼翼地将老爷子在冲锋艇上“安顿”好，一面安慰老人
放心，并最终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区域。

这边处理完紧急求助，新任务又来了！
由于部分河道决堤，卫辉市部分群众再次被大水围困。在

北码头村附近的一个救援点位，积水已没过膝盖，最深的地方
超过 4米，而在该点位附近 2公里的地方，还有 3个村的近万名
村民需要救援。通州区消防救援支队的队员开着皮划艇一趟趟
开展救援。

“给你们点赞，太谢谢你们了，辛苦你们了！”“全指望你们
了，没有你们，我们可怎么办！”……受灾群众一坐上皮划艇，就
连连对通州区消防救援支队的队员表示感谢。

“明明，通州消防员叔叔帅不帅？”
“帅！”
“你长大想做什么？”
“我长大也想做消防员！”
救援现场，一名小朋友在被从皮划艇上抱下后，被通州区消

防队员实力“圈粉”。
水深一米，情深万丈，救援仍在继续，一切都会越来越好。

千 驰援里
本报记者 陈冬菊

副刊·城韵

值得一提的是，小区大门在设计上就结
合民意进行了精心考量。“原先大门内侧有
根水泥柱子很挡视线，着急送外卖的小哥碰
到居民的事情时有发生，所以我们对大门进
行了重新调整设计，取消了水泥柱。”董国升
介绍，“大门外侧的传达室原先设计为更有
造型感的直角棱，但是居民认为这样可能会
发生磕碰，所以我们后来改成了具有弧度的
转角面，不失美感的同时更加安全。”

目前，芳洲花园改造工程已经启动，正
如火如荼进行改造，董国升作为设计团队
仍深度参与。“像安装空调、抽油烟机的位
置，也是边施工边和居民商量定下来的。
例如有些居民会把抽油烟机放在厨房外的

阳台窗户上，那么我们就会在改造时提前
预留空间和架子，方便居民后期安装。另
外像地面、墙面等选材方面，我们也会列出
一个样板，供居民放心选择。”董国升说。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通州
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外来专家”变成内
生参与者，责任双师们架起了一座街区治
理和公众参与之间的桥梁，以专业力量打
通规划落地“最后一公里”，鼓励社区和公
众参与，探索了一条激发老城活力的新路
径。目前，城市副中心各组团责任双师团
队已经深入社区进行了走访调研，收集了
大量意见诉求和一手数据资料，为后期城
市更新规划设计提供了坚实基础。

架起街区治理和公众参与的桥梁

““责任双师责任双师””打通规划落地最后一公里打通规划落地最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 孙云柯

“责任双师”即责任规划师、责
任建筑师。去年 5月，城市副中心
在本市全面推进责任规划师制度
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城市副中心及
拓展区的 12 个组团和 9 个乡镇推
行了“责任双师”制度，每个组团和
乡镇均配备 1个“责任双师”团队。
经过公开透明的选聘，21支优秀团
队从40多个竞聘团队中脱颖而出，
正式上岗。

这段时间，城市副中心03组团
双师团队正在九棵树街道金侨时
代家园小区策划一个社区微更新
项目，设计方案中，小区里原本老
旧的水池花坛，在设计师巧思设计
下，融入国际化设计和发展理念，
摇身一变成了现代化活动场地，显
得活力四射、国际范儿十足。

建成于 2006 年的金侨时代小
区，不少活动设施已经老化，小区
内部以及周边区域缺乏合适的活
动场地，在12345居民诉求中，居民
对公共活动场地需求的愿望十分
强烈。去年 9月，作为地区责师团

队，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与日中
城乡规划与建筑科技交流协会
联合开展工作，深入调研形成社
区画像，并梳理民生要点，形成
了名为“生命之环”的社区广场
新芽项目。

“现场测量时，社区公共水池
瓷砖脱落、设施老化，喷泉废弃、无
人靠近，我们综合考虑、融入国际
化设计理念，准备把这个地方设计
成一个人性化的活动场地。”中国
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师、03组团责
任双师团队成员李智勇介绍。

“建成后的新芽项目将成为城
市副中心标志性的友好型社区，对
其他社区提供良好借鉴作用。”李
智勇说，“新芽项目的整个建设周
期以及建成后的运营期，中日责师
都会通力合作，不仅在建设过程中
引进日方的设计理念与先进技术，
而且在后期运营中也会加强中日
社区手拉手合作，开展线上线下的
国际交流互动，营造健康活力的城
市公共场所。”

早在启动“责任双师”制度之前，中国建
筑设计研究院就已经参与了城市副中心社区
改造等城市更新项目，在畅通与民沟通渠道、
推动控规落地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我们
以项目为抓手，建立与百姓的沟通机制，定期
与居民见面协商，让大家能够充分参与项目
建设的全过程。”在北苑街道芳洲花园杨庄北
街21号院，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北京分公司
副总经理董国升带领团队参与了小区综合整
治的规划设计，前期进行了充分的需求调研，
并将设计师的巧妙构思融入方案设计，为居
民在前期规划、后期建设提供全流程管家式
设计服务。

“芳洲花园是一个老旧小区，充电、停车、
活动空间等问题这里都存在，所以前期我们和
社区进行了充分的沟通，根据居委会列出的需
求清单一项一项找解决办法，设计方案从2019

年8月底一直改到12月才定稿。”董国升说。
在他办公室的电脑上，记者见到了几经

修改的设计图，整个小区呈倒“L”型，设计师
不仅结合小区改造的整体风格对中心花园进
行了设计提升，而且充分根据居民需求在迎
光面增加了晾晒衣服的衣杆。原先荒废的三
角地也被利用起来，路面硬化改成停车位，并
留下了充电桩的接口备用。

作为03组团责任双师团队负责人，董国
升认为，责师是要架起居民和属地的一座桥
梁，更是要建立起与街道、属地的常态化对接
机制，强调的是未诉先办。“街道在受理大量
市民关于老旧小区改造的诉求时，往往难以
提供专业性意见，责任规划师在这个过程中
就可以起到良好的沟通桥梁作用，收集民情
民意、替政府解读控规，让居民可以更好参与
到自己社区的发展当中。”董国升说。

日前，市发改委对外披露大运河文化保
护传承利用三年成就。本市在全国率先建
立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推进实施机制，率先
印发了《北京市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
施规划》，形成了长期有规划、中期有行动计
划、年度有折子工程的推进实施体系，近三
年累计安排 88项重点项目，其中，纳入全国
文化中心建设清单的重点项目共34项。

记者获悉，北京市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
主要围绕建设文化之河、生态之河、发展之
河、民生之河、融合之河五大目标规划实施。

在加强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推进
文化之河建设方面，白浮泉遗址腾退已顺利
完成，大运河源头重现“九龙漱玉”历史景
观；万寿寺及周边实现全面腾退，斋堂等 10
座文物建筑正在进行保护修缮，未来将作为
文化交流活动的重要载体向社会开放；新老
八里桥齐跨通惠河，已正式启动老桥主桥及
引桥保护修缮工程。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路
县故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基本完成先行启
动区一期园林绿化工程和二期考古勘探
工作。

在强化大运河沿岸生态环境治理，推进
生态之河建设方面，大运河涉及的 10 条河
段、4个湖泊，共计 28个断面已进行全面监
测，按月形成监测报告，目前大运河主要河
段水质已基本达到水环境功能区要求。对
甘棠闸至市界段28.7公里主河槽进行疏挖，
北运河通州段综合治理基本完成。亮马河
国际风情水岸惊艳亮相，建成了约80万平方
米的景观廊道。顺义潮白河森林公园初具
雏形，顺义新城生态休闲公园一期已于去年
5月开园。

为打造大运河文化旅游品牌，推进发展
之河建设，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正积极
创建京东唯一 5A级景区，力争 2022年底达

到国家评定标准。景区涉及北运河河道
11.2 公里，规划了大运河古运风情展示区、
大运河水上时尚运动区、大运河生态体验休
闲区三大功能片区。北运河通州段通航“关
节点”全面贯通，包括新建的甘棠、榆林庄两
座船闸，以及改建的武窑桥，目前已实现 40
公里全线游船通航。大运河博物馆（首博东
馆）、城市副中心剧院、图书馆三大文化设施
已全部实现主体结构封顶，按计划将于今年
年底前实现外立面亮相，2022年全部竣工。

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提升

市民生活品质，推进民生之河建设，我们将
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与全民健身相结
合，承办了 2021 年全国‘行走大运河’全民
健身健步走活动。”大通滨河公园旧貌换
新颜，于去年 9 月正式亮相，新增绿化面积
4.8 公顷，为周边居民提供舒适的休憩、健
身场地；南长河打造高水平滨水开放空
间，预计今年 9 月将完成首体段约 1.3 万平
方米提升改造。

为推进融合之河建设，推动大运河沿线
交流合作，北京会同天津、河北建立了京津

冀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协同会商机
制。今年 6月 26日，北运河通州段、廊坊段
已同步分段通航，京冀交界处杨洼船闸预计
明年建成，届时将实现京冀互联互通。

市发改委方面介绍，下一步，将加大建
设投入力度，抓好城市副中心三大文化设
施、通州大运河国家5A级景区创建、路县故
城考古遗址公园、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等一
批标志性项目实施，延续壮美运河千年神
韵，打造具有首都标准、北京特色、时代气象
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本报讯（记者 张楠）京津冀三
地建起药品监管领域首个统一的区
域性检查标准。为推动京津冀药物
临床试验监管协同发展，京津冀三
地药品监管部门近日联合制定《京
津冀药物临床试验机构日常监督检
查标准》。

此次三地联合公布的检查标准，
共包括 30 个检查环节、133 个检查项
目，包含对备案条件、机构运行管理、
项目实施等方面的检查内容。

例如，按照统一标准的要求，对
检查中发现不符合要求的项目，统称
为“缺陷项目”。其中，关键项目不符
合要求者称为“严重缺陷”，一般项目
不符合要求者称为“一般缺陷”。发
现任何严重缺陷，或发现一般缺陷数
量占相应检查部分一般项目总数量
的比例＞20%的，检查结论为不符合
要求。机构对发现的问题应立即组
织整改，整改完毕后应向所在地省级
药品监管部门或其指定的监管部门
提交整改报告及跟踪检查申请，现场
检查符合要求后，方可开展新的药物
临床试验。

京津冀首次统一实施区域性的
日常监督检查标准，在标准执行过程
中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为此，京津
冀三地同时提出，应探索三地药物临
床试验机构日常监管工作协作新模
式，加强三地监管工作交流，及时就
标准执行过程中的有关问题进行沟
通、研究；同时，在检查员培养、临床
试验数据核查、服务产业发展等方面
加强相互协作，促进区域协同发展。

协同发展绘新篇协同发展绘新篇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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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副中心自去年8月启动“责任双师”制度以

来，优中选优的21支“责任双师”团队深入各街道了解民

情民意，发挥专业特长助力城市副中心控规精准落地。

近一年来，一个个巧构思、接地气、国际范儿的社区更新

项目如雨后春笋般在城市副中心规划落地。

社区微更新引入“生命之环”

未诉先办解决居民诉求

探索激发老城活力新路径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三年安排重点项目88项
本报记者 曲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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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北京地区
进出口创历史新高

普 通 外 埠 车 辆 进 京
即需办理进京证并禁入二环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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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畔郁郁葱葱，铺展蓝绿交织的秀美画卷。记者 常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