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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
“国际博物馆日”北京 99 家博物馆免费开放

冰川馆3只Q兽等您起名
本周五（5月18日）是第42个
“国际博物馆

青春五月
绿色骑行
5 月 11 日 下 午 ，京 原 路 7
号·社区青年汇、老山启明星·社
区青年汇、金顶街魅力阳光·社
区青年汇、八角公益星·社区青
年汇联合举办了“青春五月，绿
色骑行”社区青年汇杯骑行比
赛，60 余名青年在老山城市休
闲公园展开了一场有趣的比赛。
此次
“绿色骑行”
活动，
既增
进了青年之间的交流、缓解了工
作压力，
也丰富活跃了青年的文
化生活，
同时激发了青年参与绿
色出行的热情，
以自身行动响应
了此次活动的主题。更是呼唤
更多青年加入到低碳环保、绿色
出行的行动中来，
为创建文明城
市贡献一份力量。

327路淘汰柴油车
变身双层新能源
近日，
石景山区又一条公交
线路更换为双层新能源公交车，

日”，届时北京市将有 99 家博物馆免费开放。

向公众征名可获大礼包
记者从冰川馆获悉，为了给这三个“小可

全市 99 家博物馆全免费
“5·18 国际博物馆日”当天，北京将有

位于咱石景山区模式口的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

爱”选个称心如意的名字，现向公众征名啦。

99 家博物馆免费开放。此外，从 5 月 18 日

陈列馆也将围绕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
“超

征集时间为 5 月 18 日至 6 月 30 日，征集方式

起，将有 93 项主题活动陆续开展，包括展览、

级连接的博物馆：
新方法、新公众”
组织开展以

为发送邮件至邮箱 bingchuanguan2009@

讲座等活动。

“阅文化 悦西山”
为主题的文化科普活动。

126.com，邮件命名方式“形象征集活动+姓
名+联系方式”，发挥您的想象力，给猛犸象、

三个 Q 版动物形象亮相

剑齿虎、大角鹿起个响当当的名字吧。

记者了解到，在活动开幕式上，冰川馆将

7 月初时，将通过公众微信号“中国第四

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在举办《司徒乔、司徒
杰捐赠作品展》
《戴泽艺术展》，首都博物馆的
《天路文华——西藏历史文化展》
《文艺复兴
时期意大利艺术、文化和生活》
《畿辅通会

推出以第四纪冰期动物猛犸象、剑齿虎、大角

纪冰川遗迹陈列馆”等多渠道发布征选结果，

——通州历史文化展》，永定河文化博物馆的

鹿为原型设计的冰川馆形象代表，
并会邀请公

如被采纳将获赠冰川馆形象大礼包一份。如

《杵臼文化与社会生活》展览，中国园林博物

众一同参与到形象名称的征集中来。

有任何疑问，可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征集活动

馆的《天地生成 造化品汇——避暑山庄外八

联系人邓老师，电话为 88749094—210，参

庙皇家瑰宝大展》等在 5 月 18 日当天都是免

观预约联系人李老师，
电话为 88722585。

费参观。

记者看到，三个动物形象都是 Q 版的，萌
萌的很是可爱。大角鹿顾名思义，
其形象最为
突出的便是头上壮观的鹿角，
设计上整体贴近

也有一些特殊活动，在 5 月 18 日当天可

雄鹿雄壮的基调，搭配上所背的大号背包，为

享受优惠，如中国古动物馆展厅参

其塑造了可靠的大哥哥形象。

观、观看 3D 电影，在 5 月 18 日当天

猛犸象则是

成人 10 元，学生、60 岁以

憨 厚 、敦 实 的 形

上老人、残疾人免费，观

象 ，手 持 放 大 镜 ，

看 3D 电影 10 元。北京

是兼具从容与耐

汽车博物馆 1-2 层免费

心的博物达人少女。

开 放 ，3- 5 层 单 独 购

剑齿虎最亮眼的是

票。您前往博物馆之

其露在嘴巴两侧锋利的

前，最好拨打电话咨询

牙齿，
仿佛还在闪着森森

清楚，以免带来不必要

寒光，
而手拿望远镜的造

的麻烦。
文/记者 胡晓宁

型又为其抹去了“凶狠”

供图/冰川馆

的一面，
看上去是个充满
精力与好奇心的少年。

在保证居民顺利出行的同时，
也
为绿色环保尽了一份力。而双

传承良好家风 共建文明城区

层车视野开阔、
宽敞舒适，
也给居
民带来了更好的乘车体验。
近日，记者在古城站看到，
远远驶来一辆双层公交车，
正是

向最美家庭看齐

由田顺庄开往槐树岭公交场站

5 月 14 日下午，石景山区委宣传部、区文

扬长德育课程体系之中，扬实践活动创新之

的 327 路公交车。双层车宽敞

明办、区妇联共同举办“传承良好家风 共建

长，扬节日课程特色之长，扬家校共育协作之

明亮，
坐到上层更是视野开阔，
不

文明城区暨‘最美家庭’揭晓活动”。2017 年

长，让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在学生心中生根发

仅如此，
新车
“冬暖夏凉”
的环境

度石景山区“最美家庭”代表、社区妇联干部

芽，用优良家风培育学生家国情怀。宣讲员

也将给乘客带来更好的体验。

等 200 余人齐聚中国电子竞技运动发展中

代表宣读《传承良好家风，共建文明城区》倡

心，一起感受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

议书，号召广大居民争做“最美家庭”、向“最

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美”看齐，让更多的家庭成为传承家庭美德、

记者注意到，
除了传统的公
交车车身造型外，
有部分 327 路
双层公交车被喷涂上明亮的色

活动现场成立了传承好家风“最美家庭”

彩和线条，
有的车身上喷涂有绿

宣讲团，通过家风宣讲进社区活动，立家风、

色的树木和地球，
并写有
“绿色出

正党风、树社风、带民风，推动社会主义核心

行，
低碳环保”
等字样，
向公众宣

价值观在家庭落地生根。同时，市、区领导为

传环保的重要性。

获得 2017 年度石景山区“最美家庭”称号的

记者从 327 路公交车车队

代表颁发荣誉证书，邓士兵、钮美兰作为家庭

获悉，
以前的 327 路公交车是传

代表与大家分享了他们的家庭故事，他们的

统的柴油车，
就此事也曾多次和

家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传承了中华民族

环保部门协商，
为了给北京蓝天

家庭美德，是弘扬良好家风、建设文明家庭的

传递社会文明的实践者和推动者。
典范。
金顶街街道模东社区妇联主席韩颖，首
钢矿山街道党委书记、主任安丽娟发言，讲述
他们如何依托社区“妇女之家”，充分发挥基
层妇联组织优势，不断创新，开展家庭文明建
设。实验小学的校长叶艳作为教育系统的代
表，与大家分享了实验小学将家风文化融入

家庭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基础，家庭
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区妇联将继续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通过价值引领、活动引导和典型引路，弘
扬家庭美德、传承良好家风，助力文明城区创
建，进一步推动我区家庭文明建设工作再上
新台阶，为我区的高端绿色崛起提供道德支
持和精神力量。

文/石景山区妇联

献一份力，从 5 月 11 日，旧的柴
油公交车被淘汰，327 路公交车
全部更换为双层新能源车辆。
目前，327 路车队共有 25
辆车正在投入使用，
经过观测和

停车收费不规范？打电话举报
有车一族注意了，从本周二（5 月 15 日）

数据分析，
更换为双层公交车后，

起，全市开展为期一个半月的停车收费专项

乘客的出行并未受到影响。
“虽然

检查，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停车乱收费的

新车和旧车在乘坐人数的饱和

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电话 12358 进行举报。

量上相差 20 人，但更换为新车

据悉，为进一步规范本市停车收费行为，

标价牌标示价格收取停车费的行为；其他价

后方可收取停车费，不足 15 分钟的不收取费

格违法行为。

用；夜间停满 2 小时后方可收取停车费，不足

该项工作由各区发展改革委组织安排和
具体实施，对于存在违规行为的停车经营企
业，经警告责令改正后，再次发现价格违法

后，
还未出现达到乘坐人数饱和

确保相关政策落实到位，制止停车乱收费行

的，会依法从重处罚，并将违法情况记入企业

量的时候。”
327路公交车车队王

为，市发展改革委决定自 5 月 15 日起开展为

信用系统，
同时通报市交通行业主管部门。

先生说。

期一个半月的全市机动车停车收费专项检查。
文/记者 胡晓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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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检查重点内容包括，是否存在不满

此外，从 5 月 1 日起，北京市还调整了停
车计时收费有关政策。

2 小时的不收取费用。
停 车 时 段（占 道 停 车 场）此 前 是 白 天
7：
00-21：
00，
夜间 21：
00（不含）-次日 7：
00。
5 月 1 日后，白天 7：00-19：00，夜间 19：00
（不含）-次日 7：00。
计时收费（占道停车场之外，其他实行计
时收费的停车设施）此前是企业自行制定计

一个计时单位收取停车费的行为；停车收费

计时收费（占道停车场）此前是白天不足

费规定。5 月 1 日后，根据《北京市机动车停

明码标价牌是否规范，占道停车场夜间时段

15 分钟按 15 分钟计算，夜间不足 2 小时按 2

车条例》规定，满 1 个计时单位后方可收取停

是否按规定进行了修改；是否存在高于明码

小时计算。5 月 1 日后，白天停车满 15 分钟

车费。

整理/记者 胡晓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