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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机场高速8月跨过南六环
起点为南五环立交北侧 终点为北京新机场 全长约27公里 建成后将提升北京新机场服务水平
本 报 讯（记者 陈 斯）在新机场高
速公路 3 标施工现场，高空施工的工
人汗如雨下， 他们脚下的一座座主线
桥和匝道桥已经显露雏形，8 月起新
机场高速将向北跨越南六环。 从 20
多米高的匝道桥俯瞰， 南六环上车流
如织，中间隔离带上桥墩已经支起。向

北望， 不远处新凤河处桥梁已架设完
毕。 8 月末，隔空对望的两处桥体将正
式
“
握手”。
记者从北京市政路桥总承包一部
了解到，工程设置 1 座主线桥和 8 座
匝道桥，8 月末将完成六环路立交桥
梁主体结构工程。

新机场高速公路工程道路设计
起点为南五环立交北侧， 设计终点
为北京新机场， 全长约 27 公里，均
位于大兴区，途经西红门镇、团河农
场、黄村镇、魏善庄镇、庞各庄镇、礼
贤镇，将于 2019 年 6 月具备通车条
件。

暑期听讲故事 体验“
军营”生活

相关新闻
朝阳推拥军“服务大礼包”

本报讯（记者 蒲长廷）今天上午，

垡头街道组织辖区 30 余名青少年，
开展了“
少年致敬老兵”暑期活动。 来
自翠城趣园社区复转军人红星服务
队的老兵们为小朋友们讲述了革命
故事，并带领小朋友们唱军歌、进行
队列训练， 让小朋友们了解军营生
活。 据悉，2016 年成立的翠城趣园社
区复转军人红星服务队目前已有成
员 27 名，一年多来，老兵们积极地参
与到辖区的治理工作中，用“军魂”共
同守护着大家生活的家园。
今早，垡头街道翠城趣园社区服
务站内就格外热闹， 辖区 30 余名小
朋友和 27 位退伍老兵一同来参加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暑期活动——
—少年
致敬老兵。
活动中，退役老兵为小朋友们讲
述起抗日小英雄的故事， 从海娃、潘
冬子、张嘎讲到刘胡兰、王二小，小朋
友们听得聚精会神。 之后，老兵们又
带领小朋友们“走进军营”，通过唱军
歌、队列训练等活动，让小朋友们感
受到了军营生活的纪律性和军人的
严谨作风。
据悉， 前来参加此次活动的 27

小朋友们体验“军营”生活，进行队列训练

位退伍老兵还有一个特殊身份——
—
翠城趣园社区复转军人红星服务队
队员。 说起这支志愿者服务队，在翠
城地区可谓是“明星团 队 ”， 与 其 他
志愿者团队略有不同的是， 团队中
的成员全部是复转军人。 虽然已经

新机场高速是北京新机场外围配
套
“五纵两横”骨干交通项目的重要组
成部分， 建成后将提升北京新机场服
务水平， 对于促进新机场临空经济区
发展， 完善京津冀区域综合交通运输
体系，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摄 / 记者 杨益

离开军队，但多年的军营生活，已经
让军人的品质、 军人的胆识和军人
的作风深深扎根在他们心里，自
2016 年志愿者服务队成立以来，这
些老兵志愿者，带着“军魂”，参与到
了社区建设中。

本报讯（记者 蒲长廷）昨天，朝阳
区庆祝建军 91 周年双拥主题日活动
在武警北京总队礼堂举行， 活动推出
了朝阳区 2018 年度拥军“服务大礼
包”， 为驻区部队官兵和家庭提供文
化、人才、健康、法律四个方面共 22 项
拥军优属服务项目。 通过开展“
十个
一”拥军活动，为军人结婚登记开通绿
色通道，“
5+5” 拥军机制解决好部队
官兵“三后”问题等措施，朝阳区持续
强化军地共建，推进军民深度融合。
其中，文化拥军就是要完善驻区
部队文化设施， 为驻区部队送图书、
送文艺节目等高质量文化产品；人才
拥军是指为驻区部队购置官兵所需
学习物品，开展厨师、摄影等各类技
能培训，提升官兵相关技能；健康拥
军是进一步提高官兵身体和心理健
康，比如完善部队体育设施、组织相
关体育活动、 开展心理健康疏导等；
法律拥军是指为部队开展法律讲座、
法律宣传、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等。
此次活动为 10 名获评“朝阳好
儿女”“朝阳好军嫂”的退役军人和优
秀军嫂颁发奖杯。

美国大爷加入“
西城大妈”志愿者队
本 报 讯（记者
李 洁）2018 年“北

京榜样”评选活动
发布 7 月第五 周
榜单。 其中，成了
“社区通”的身残志愿者刁若兰、
“
西城
大妈”洋大爷高天瑞、患癌不舍三尺讲
台的女教师刘秀英等“
榜样”纷纷登上
光荣榜。
据介绍，“2018 北京榜样” 大型
主题活动 自 5 月 至 10 月 份 为 推 荐
上榜阶段，每周发布周榜 5 名，每月
发布月榜 10 名。 2018 年年底，在月
榜人物中选树 2018 年度十大“北京
榜样”。
公众可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
或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号推荐
榜样人物，了解榜样人物故事。

邻里纠纷、 解决难点热点问题等工
作， 还把 168 户居民的家庭基本情
况、联系方式、交通工具、外来人口及
出租房屋信息等分别登记在册，成了
地道的“社区通”。

“
西城大妈”洋大爷
高天瑞，男，1955 年 1 月出生，西
城区什刹海街道居民。
为游客指路、帮邻居卖酸奶，游客
摔伤了他找来医护， 垃圾桶烧着了他
打水灭火；他，就是加入
“西城大妈”志
愿者队的美国大爷、“老北京”高天瑞。
平日他免费教英语、教“大妈”用外语
指路；遇有
“两会”等重大活动，患有癌
症腿脚不便的他天天上岗， 全程参与
志愿活动。
高天瑞为游人指路

十四年真情不变
郑交良， 男，1962 年 12 月出生，
顺义区北石槽镇寺上村村民。
妻子带着三个女儿改嫁而来，
2004 年却因车祸高位截瘫。 郑交良从
此黎明即起为妻子洗尿布，待她醒后洗
脸擦身上药换尿布做早餐，中午再从单
位跑回来做饭，还要将妻子抱上电动轮
椅晒太阳。对三个女儿他既当爹又当娘
视若己出，14 年来， 妻子感恩不尽，说
自己虽命苦却是最幸福的女人。

四十余载医患情未了
武起义，女，1953 年 6 月出生，丰
台区长辛店镇张家坟村卫生所医生。
一名老年健忘症村民连儿女都
记不 清 却 能 叫 出 武 起 义 的 名 字 ； 武
起义行医 40 多年成了村民的亲人。
医疗保健工作繁杂， 她几乎就没有
周六日， 还要随叫随到为年老不便
的村民出诊； 无论急病重病还是头
疼脑热，她都是身边那个陪伴的人。

患癌女教师不舍三尺讲台
如今村里正拆迁，村民更分散，64 岁
的她依然坚守， 说要坚持到村民回
迁的那一天。

身残志愿者成
“社区通”
刁若兰，女，1943 年 2 月出生，平
谷区金乡西社区居民。
她拄着拐杖为空巢老人忙碌、戴
着红袖标呼唤车辆注意安全时，忘了
自己本身肢残。 十几年来，刁若兰志
愿承担维护小区治安交通安全、调解

刘秀英， 女，1973 年 10 月出生，
大兴区长子营镇第二中心小学教师。
身患癌症的她从住院手术到重
归讲台仅用了一个月；从教 24 年，刘
秀英的时间都奉献给了学生和家长。
学生多为祖辈代管，授课之余辅导作
业还要关怀心理。 寒暑假本可度假出
游，她却在家里盯着手机指导每一个
学生完成阅读。 她带的班级被评为市
先进班集体，她多篇论文刊发让同仁
获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