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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News

石景山
社区

民生

5·18 家门口免费看展
还可体验民俗专家讲座 科普剧演出 非遗民间传统技艺等

今天（5 月 18 日）是国际博物馆日，目前
咱石景山唯一的一家博物馆——位于翠微山

母亲节
吐露心声

南麓模式口东里的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陈列
馆，在今天开展了一年一度的博物馆日活动，
喜欢历史文化的您可不要错过哦。

为了让青少年抒发自己的

今天，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陈列馆举办

情绪 ，并且进行正确引导青少

了“5.18 国际博物馆日”开幕式活动，到馆的

年真实表达自己的不良情绪。

居民除了可参观冰川馆“光影西山——历史

5 月 13 日下午，古城街道十万

文化展览”外，在展览开幕活动中，大家还可

平社区青年汇、五里坨街道新

体验民俗专家讲座、科普剧演出、非遗民间传

风尚社区青年汇联合木铎社会

统技艺体验等系列活动。

工作事务所开展“吐露心声大

记者从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陈列馆获

会”母亲节特别主题活动，此次

悉，为了更好地发挥博物馆向公众进行教育

活动主要是为了引导大家分析

的功能，结合 2017 年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

产生不良情绪的原因。活动共

与有争议的史实：博物馆讲述难言之事”和北

有 15 组青少年家庭和 5 名志愿

京地区“让文物活起来”的活动主题，利用馆

者积极参与。

藏资源和区域优势，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陈

活动开始，由木铎社会工

列馆于 5 月 18 日至 6 月 4 日期间，开展“5.18
博物馆日”群众性品牌活动。

口历史文化保护的传承与发展，冰川馆还将

车，换乘专 109 路公交车，在模式口东里站下

此次活动以西山文化带的建设和模式口

通过公众微信号“石景山公共文化”推出“小

车，往南走约五十米，在第一个路口向西至模

让大家在简单的热身环节中渐

历史文化保护街区修缮工程为重点，展览展

小讲解员话西山”系列，通过小讲解员们的

式口大街，沿街西行数百米，看到“中国第四

渐相互认识，
活动中由社工利用

示能够体现石景山区经济、政治、社会、科技、

讲述，让更多人知道石景山，了解独树京西

纪冰川遗迹陈列馆”指示牌后右拐上坡，步行

“你来比划我来猜”的游戏环节

文化、教育、商贸、生活等各领域发展变化的

的模式口文化。

约 200 米后到达冰川馆。如您有任何问题，

有效地引导青少年大胆地说出

各个时期的各类照片，以及代表石景山地区

一些情绪倾向，例如：害怕、高

或区域内部普通百姓生产、生活的老物件。

作事务所的社工陈远带领着青
少年们进行简单的热身游戏，

兴、难过、喜悦等。之后大家分

此外，为提高展览的影响力，推动模式

在 5 月 18 日当天居民参观免费，其他时

可拨打联系电话咨询，号码为 88722585。
文/记者

间需要购票进入馆内，票价成人为 10 元，学

胡晓宁

供图/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陈列馆

生 5 元。乘车路线为地铁一号线苹果园站下

组进行讨论，
说出自己的一些心
理情绪。接下来志愿者用一些
方式方法来告诉在场的青少年
们如何克服自己的不良情绪。
活动现场气氛融洽，
青少年们都

凌晨 4 点 走失的聋哑老人见到儿子
石景山区救助站联手饭店老板半夜帮老人寻亲

很活跃地表达情绪。
最后在母亲节到来之际，
由

5 月 6 日凌晨 2 点左右，石景山区救助站

老人，如果离开了就很难再找到，自己马上想

动，说他的父亲已经走失 4 天了，这几天家人

青年汇的社工指引大家做感恩

的电话铃声响起，值班员严上海急忙去接来

办法把老人接到救助站。这位热心的肖先生

非常痛苦，全家都没有睡过安稳觉。没想到

母亲的手工贺卡，
让青少年利用

电。在救助站工作了 15 年的他，值夜班时，

说：
“我有车，饭店离救助站不远，我把他送过

石景山区救助站给他们送来了好消息。他急

简单的手工材料将最想对母亲

常接到求助电话。

去吧。”此时救助站里也忙乎开了，救助站为

忙让严上海加了他的微信，把照片给他发过

老人准备了一身衣服，安排给老人做好了热

去确认一下。经过确认，真的就是他们日思

汤面，等待老人的到来。

夜想的老父亲，儿子在电话里激动地哭了，表

说的话勇敢地在贺卡中表达出

对方急促地问：
“是救助站吧？”严上海忙

来，
大家都很认真地做着独一无

安慰对方不要着急：
“ 这里是石景山区救助

二的贺卡，
通过这个动手环节也

站，请问您需要帮助吗？”对方说自己姓肖，在

来到救助站的老人换上了衣服、吃了热

启发大家表达爱这种好情绪的

石景山区高井地区开饭店，夜里饭店门口有

饭，被安排到房间休息时，已经是凌晨 3 点

凌晨 4 点，
老人的儿子来到了救助站。当

方式。 文/十万平社区青年汇

人猛烈地敲门，把他和家人吓得不轻。开门

了。严上海却睡不着了，想到老人这么落魄

看到老父亲在房间安稳地睡觉时，眼泪忍不

后发现一位 70 岁左右的男子站在门口。老

至少流浪几天了，亲人该多着急啊。要尽快

住掉了下来。老人儿子说，他父亲因病导致

人穿着单衣，头发凌乱，光着脚，浑身都是土，

找到老人的亲属！联想到这么多年在救助站

聋哑，生活不便，日常没少受苦，走失之后家

冻得瑟瑟发抖。老人聋哑无法沟通，用手比

里，无数次的亲人团聚的画面，严上海没了一

人非常担心他的安危。没想到，救助站把老

划自己饿了，也很冷，他给老人拿了吃的和开

丝困意。他突然想到前天同事接到了一个寻

人照顾的这么好。老人被叫醒了，起身看到

水，他知道老人应该需要救助，于是就打了救

人电话。深更半夜无法找同事要信息，他只

儿子在身边，激动地下床抱着儿子哭了起

助站电话。

好自己去查看电话记录，
找电话号码。

来。老人这几天可能没少遭罪，父子俩抱头

石景山区旅游委培训
旅游咨询站咨询员
5 月 11 日 ，区 旅 游 委 按 照

2017 年全市旅游咨询服务素质
提升工作计划安排，
邀请北京联
合大学旅游学院的教师到我区进

示马上来站接人。

听了肖先生的讲述，严上海告诉他，先稳

10 分钟后，他找到一个时间段相似的号

哭了十多分钟，
在场的工作人员都为之动容。

定老人情绪，不要让他离开，很有可能是走失

码。拨通后说明原因，对方在电话里特别激

文/石景山区救助站

行实地教学，
并组织全区各旅游
咨询站咨询员参加了此次培训。
根据大家的工作性质和工
作内容，区旅游委精心为大家

学生情景剧展演
“科学探案”

挑选了三门具有针对性的课

2014 年 7 月，在北京青少年科技创新学

“科学探案”和“中医药”创新人才培养项目情

程，分别为：旅游心理学、旅游

院办公室指导下，石景山区教委与中国人民

景剧展演活动。北京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学院

咨询服务礼仪和旅游应急处

公安大学刑事科学技术学院，北京中医药研

办公室张毅主任、北京中医研究所李萍所长、

理。通过老师耐心细致的讲解

究所签订合作协议，借助公安大学和中医研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刑事科学技术学院温永启

和案例分析，使大家对旅游咨

究所专家团队的智力支持，以及石景山区教

教授等专家，区教委于秀云副主任、基础教育

询工作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委行政力量，在区域内整体推动基础教育阶

科张树升科长、石景山区教育分院和项目学

今后工作中广大旅游咨询员能

段创新人才培养工作，联合开展“科学探案”

校领导参加活动。

够理论联系实际更好地为广大

和
“中医药”
创新人才培养项目。

实验中学、实验小学等 10 所项目学校以

游客开展旅游咨询服务。旅游

项目开展以来，区教委整合翱翔计划、雏

委将继续联合相关领域专家为

鹰计划、绿色教育、综合素质评价等项目研

生人文教育、科技教育、艺术教育，中华优秀

药知识、中医药文化传承为主题，共展演 12

旅游咨询员开展类似的教育培

究，指导项目学校教师加强对创新人才培养

传统文化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个情景剧，综合展示了项目学校开展项目的

现代刑事案件侦办科技应用、预防犯罪、中医

训工作，对全区的旅游咨询工

的理论研究、政策研究和行动研究，为创新人

为进一步丰富项目学校教育教学内容和

作进行指导和服务。

才培养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撑、政策保障和行

形式，为学校、师生搭建学习交流和综合展示

动研究经验。全面推动区域基础教育阶段学

的平台，5 月 10 日区教委组织项目学校开展

文/石景山区旅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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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以及学生在项目开展过程中的收获和
体会。
文/石景山区教委 摄影/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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