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柠檬黄”为您的出行护航
首都文明办领导慰问石景山区公共文明引导员

5 月 14 日至 15 日，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正在北京召开，为确保城市公共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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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旅游委参加
海峡旅游博览会

通的平稳运行和运营安全，市民出行顺畅有
序，全市 9000 名公共文明引导员放弃休息，
全员上岗为市民服务。15 日清晨，首都文明
办主任滕盛萍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来到石景
山区亲切慰问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会议期间坚守在岗位上的
“柠檬黄”
。
5 月 11 日 -14 日，北京石

提前到岗 耐心疏导
5 月 15 日 6 点 7 分，周一的早高峰还未

景山旅游委在市旅游委的统一

来到，记者就在石景山区玉泉路口西公交车

组织下，参加了福建厦门举办

站看到了一位
“柠檬黄”
已经到岗。

的“ 第 十 三 届 海 峡 旅 游 博 览
会”，展会突出以“交流、合作、

记者了解到，5 月 14 日周日，北京公交、
地铁站台上依旧出现了“柠檬黄”的身影。
“柠

发展、共享”为主要内容，集中

檬黄”们热情地为乘客服务，耐心地帮助乘客

展示国内热门旅游资源，培育

选择最佳的乘车线路。

强势旅游品牌。

公共文明引导京原中队队长何援丽告诉

的召开，
石景山区文明办动员全区引导员用饱

萍主任握住何援丽的手亲切地说：
“ 大姐，您

通过展览展示、信息交流、

记者，首都文明办向社会发出倡议，市民外出

满的热情迎接这次大事。北京的
“柠檬黄”
都是

辛苦了！请注意身体。”何援丽激动地说：
“感

宣传推介、商务洽谈、产品展卖

尽量乘坐公共交通绿色出行。在这种情况

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最了解北京。热情有礼的

谢领导的关心。”滕盛萍主任热情地和每位

等环节，促进国内旅游企业交

下，引导员的工作量比平时加大了许多，有的

“柠檬黄”
，
在服务时以柔性引导，
让候车队伍井

引导员依依握手。当得知引导员苏师傅很热

流合作，提升产业水平，增强旅

引导员为了不让乘客走冤枉路，还下载了实

然有序。引导员还从自家拿来小桶、扫帚、毛

爱这份工作，家人也非常支持她时，滕盛萍主

游交易，创建一个推动国内旅

时公交随时给乘客查询线路。周日母亲节，

巾、
夹子等到站台周边捡拾白色垃圾及废弃物。

任高兴地说：
“谢谢您，
也谢谢您的家人！
”

游发展的交流平台。一是民族

有的引导员和家人约好一起去玩，还有的要

北京公共文明引导员的队伍成立十六年

接着，滕盛萍主任一行又来到了地铁八

特色是彰显区域旅游的源泉与

回家陪妈妈。当得知要加班时，所有的引导

了。
“ 柠檬黄”的工作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与支

角游乐园站，真诚地询问了引导员早、晚高峰

活力。二是品牌宣传是打开区

员都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并且自觉地提前到

持。乘客张女士说：
“别看引导员做的都是小

来参加志愿服务有什么困难。引导员李彦回

域旅游营销的通道与窗口。三

岗，服务乘客。一位引导员 80 多岁的老母亲

事儿，但他们是咱北京文明的窗口。为北京

答，家务活儿都事先安排好了，家人对公共文

是文化展现是做强区域旅游对

得知女儿在母亲节时还要加班，很理解、支持

争了光，值得大家尊敬与学习！”张女士告诉

明引导员的工作很是认可与支持。

外传播的最佳途径与吸引。

女儿。老人说，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是大事儿，

记者，一次，有位外地人来北京游玩，结果找

滕盛萍主任微笑着对石景山区文明办主

展会专业性强、参与面广、

给妈妈过母亲节是小事儿。这么多的国家领

不到回宾馆的路了。张女士也不知道他问的

任裴士信说，
石景山区公共文明引导员用柔性

影响力大、收效明显，是地区推

导人都来到北京，作为北京人，当有礼东道

宾馆在哪里，建议他咨询引导员。结果，引导

法、温馨法、爱心法、亲情法让公共文明引导员

广旅游产品和资源、提升企业

主，做文明北京人，是咱们的责任。你去公交

员详细地告诉了外地游客回宾馆的路线。

的服务更上一层楼。在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

品牌形象和洽谈业务的最重要

站台忙吧！

领导关心 干劲更足

峰论坛举办期间服务得很出色。裴士信主任

旅游盛会。

土生土长 了解北京

5 月 15 日，6 点多，首都文明办主任滕盛

在京原路口东公交车站，
公共文明引导员

萍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来到石景山区京原路

卢永利向记者介绍，
为了迎接
“一带一路”
会议

口东公交车站，慰问公共文明引导员。滕盛

高兴地说：
“公共文明引导员热情地为老百姓服

文并摄/石景山区旅游委

务，
老有所为，
引导文明之路，
很值得称赞！
”
文并摄/记者 李畅

这个配电箱看着真够悬

CSIF 峰会
在石景山召开
5 月 11 日，
第十二届中国滑

“在鲁谷路便道上有个配电箱已经倾斜

民，
放置了石头和圆桶，
避免配电箱更多倾斜。

雪产业高峰论坛暨滑雪场冰场设

了，看着感觉随时会有倒下来的可能，希望有

有路过此处的居民表示，
配电箱倾斜应该

备器材装备博览会（简称：
CSIF

关部门赶快修理一下，
别哪天刮大风砸到人。”

有一段时间了，也不知道该向谁反映这个问

峰会）在北京石景山景园假日酒

近日，有热心读者向本报反映，鲁谷路倾斜配

题，
“平时还好些，
要是赶上前段时间的六七级

店隆重开幕。国家体育总局冬季

电箱存在安全隐患。

大风就危险了，
而且看这个配电箱有越来越斜

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王志利、北

的趋势，
还是赶紧修修吧。”
该居民说。

京体育休闲产业协会主席王春雨

昨天下午，
记者在鲁谷路口与翠园西街交
叉路口看到，
这个倾斜的配电箱就位于该十字

随后，
记者拨打了北京市人民政府便民电

路口东侧，配电箱位置紧挨着人行便道，相隔

话“北京 12345”，将该情况反映给客服人员，

仅有十几厘米，
不时有路人甚至孩子从配电箱
侧的木制栅栏倾斜了，内部并未受到太大影

旁边经过。
记者走近后发现，
倾斜配电箱其实只是外

响。在木栅栏底部，不知是附近商家还是居

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辞。
CSIF 峰 会 作 为 中 国 最 大

工作人员详细记录后表示，
会将问题核实后交

的、最接地气的滑雪产业平台，

由相关部门处理。

已经成功举办 11 届。本届峰会
文并摄/记者 胡晓宁

紧紧围绕2022 年北京冬奥会这
一主题，
重点突出冰雪进校园及

巡逻中发现事故 消防员急救包扎

从供给侧改革角度推进滑雪度
假小镇的经营管理模式创新。
滑雪产业的国际交流也是

上周日，石景山支队银河消防中队巡逻

享单车和机动车发生剐蹭，骑着共享单车的

本次论坛的一大亮点。芬兰、瑞

车组在日常巡逻时，发现了一起突发交通事

女性摔倒在地，
肘关节及腿部出现多处擦伤。

士、奥地利等国的使馆商务处和

故，消防员立即下车，对事故中的受伤女性进

注意到这一情况后，
有消防员在事故区域

相关企业参与活动。
同期举办的
“滑雪场冰场设

行消毒及包扎处理，在交警赶到现场后离开

设立了警戒线，并取来消防车上携带的急救箱，

继续巡逻任务。

用碘酒、
纱布等急救品对该名女性进行了及时的

备器材装备博览会”，除了国内

当时执行巡逻任务的鲁排长告诉记者，

消毒及包扎处理，
“我们平时在日常学习、培训

外知名滑雪品牌，
芬兰展团也首

事发时间为 5 月 14 日下午 17 时 30 分左右，

中，
也会学习急救伤口的包扎处理。
”
鲁排长说。

次亮相中国，
芬兰的三个主要冰

当时他们车组正在进行动态巡逻执勤任务。

处理好外伤后，骑共享单车的青年女性

雪运动城市拉赫蒂（LAHTI），

当途经翠园西街与新岚大厦西路丁字路口时

对消防官兵表示了感谢，随后事故交由赶到

罗瓦涅米（ROVANIEMI）和赫

发现，一名青年女性坐在路中，旁边还有一辆

现场的交警进行处理，鲁排长和队友们离开

尔辛基（HELSINKI）将为中国

共享单车倒在地上。

继续完成自己的巡逻任务。消防员的紧急处

滑冰及滑雪场带来先进的技术

理得到了现场围观群众的一致好评。

及管理理念。

鲁排长告诉记者，当时车组共有 5 名消
防员，他们立即下车查看情况，发现是一辆共

文/记者 胡晓宁 供图/银河消防中队

文/石景山区旅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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