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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龙观至上地自行车专用道将于本周开通，骑行
“交规”出台

首条自行车高速禁行电动车
本报讯（记者 金可）全市首条自行车
专用道，
回龙观至上地自行车专用路即将
于本周开通。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走电动车
呢？对此，
市交通委发布通告明确，
禁止行
人、
电动自行车及其他车辆进入，
仅服务非
助力自行车通行。同时，
骑行最高时速不
超过15公里，
转弯前减速慢行，
伸手示意。
平时，
道路上自行车和电动车同行在
非机动车道的情况屡见不鲜。对于这条
即将开通的自行车专用道，
不少市民有些
担心，不知道会不会和平时一样，也会有
电动车等车辆进入行驶。
“现在电动车、快
递车那么多，
万一要是也来一起走自行车
道，
对普通自行车骑行者来说还是挺危险
的。
”
市民刘先生有些担心地说。
不过，市交通委日前发布的通告给

大伙儿吃了“定心丸”。据介绍，为加强
回龙观至上地自行车专用路管理，维护
道路交通秩序，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和畅
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
此次通告明确自行车专用路为仅服务
于非助力自行车通行的城市道路，禁止
行人、
电动自行车及其他车辆进入。
同时，
交通部门还在通告中明确了在自
行车专用路上骑行时应遵循的交通规则。
包括：
“骑行时应实行右侧通行，不得逆向
行驶”
“ 转弯时让直行车辆优先通行，转
弯前减速慢行，伸手示意，不得突然猛
拐；
超车时不得妨碍被超车辆行驶”
。
通告还特意指出，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擅自设置、移动、占用、损毁自行车

专用路道路设施。遇自然灾害、恶劣天
气条件或重大交通事故等严重影响交
通安全的情形，采取其他措施难以保证
交通安全时，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可实行
链接

交通管制。一旦有违规行为，公安交通
管理部门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交通
违法行为进行管理，自行车专用路管理
单位也将依该通告进行运行管理。

自行车专用路骑行交规

1、
实行右侧通行，
不得逆向行驶。
2、自行车专用路中央设置潮汐车道，
应按照潮汐指示标志行驶。
3、自行车专用路上禁止停车。因发生
车辆故障等原因无法行驶的，骑行人应紧
靠路右侧，
就近出口推离自行车专用路。
4、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
速行驶，
骑行最高时速不超过 15 公里。

5、载 物 高 度 从 地 面 起 不 得 超 过 1.5
米，
宽度不得超出车把 0.15 米，
长度前端不
得超出车轮，
后端不得超出车身0.3米。
6、转弯时让直行车辆优先通行，转弯
前减速慢行，伸手示意，不得突然猛拐；超
车时不得妨碍被超车辆行驶。
7、
不得扶身并行、
互相追逐或者曲折竞驶。
8、
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通行规定。

雨后夕阳美 风送高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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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博物馆百件文物重温 1919
本报讯（记者 刘冕）1919 年，一
年创造历史，一年影响百年。昨天，
鲁迅博物馆召开
“一九一九：
国民·觉
悟——五四百年纪念展览报告会”，
通过 3 个新展览，数百件文物带观众
重温 1919。
昨天，
鲁迅博物馆里的所有展厅
都换成了“1919”主题。抵制日货传
单、法文《画刊周报》关于中国“五四
运动”报道的报纸、陈独秀致李辛白
的信……一件件文物，
在展厅讲述最
真实的过往。
1919 年 1 月 1 日，
《国民》杂志在
北京创刊。画家徐悲鸿设计的杂志
封面上，一位手托下巴思考的青年
人，眼神中有担忧，又透出坚定的决
心。如今，
这份杂志的封面被打印出
来，
静静陈列在展柜中。还有一本翻
开的《国民》合订本，
泛黄的书页上记
录着一份《五四运动与青年的觉悟》，
对
“五四运动”
进行了初步总结。
“《国民》的诞生具有象征意义：

国民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
青年是
舞台的主角。
”策展人介绍，
此次展览
选取百余件文物和文献资料，以“五
四运动”为转折点，按时序展示 1919
年中国政治、经济、外交、教育、文化
等方面活动，
既有扫描，
也有聚焦，
更
有特写。
展厅里最新的一件展品，
是一件
2019 年日历。它的旁边摆放着一件
1919 年台历。策展人说，
“ 五四运
动”促进了国民的动员和联动，为中
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注入
了新的活力，
希望通过这些文物和文
献，
带观众重温这个中国现代历史上
的特殊年份。
目前，
《中国的文艺复兴：新文
化八大家》，蔡元培、陈独秀、李大
钊、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
半农生平史料展；
《旧墨新声：新文
化八大家手泽》，新文化八大家著作
手稿和书法墨迹展等也正在鲁迅博
物馆展出。

海淀集体土地租赁房项目开工
本报讯（记者 于丽爽）中关村东
升科技园园区集体土地租赁住房项
目日前破土动工。该项目是北京市
首批试点的 39 个集体租赁房项目之
一，未来将提供 1101 套房源，面积、
户型多样，
将满足周边园区科技企业
和人才不同的居住需求。
该项目位于海淀区东升镇小营
村，毗邻中关村东升科技园、金隅科
技园等高科技园区，总建筑面积 12
万平方米。项目主体为东升镇小营
村集体经济组织北京市海淀区鹍鹏
农工商公司，分两个地块建设。A 地
块 366 户，全部为 90 平方米以下的
中小户型，
建成后以趸租的形式交付
海淀区住保办作为社会保障性住房
的房源。B 地块 735 户，将由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自主运营，面向市场，为

周边科技园区从业人员提供高品质
的居住服务，
同时也匹配了一定比例
的公租房，
服务城市运行保障和海淀
区人才计划。
此处集体土地租赁房定位为中
高端长期租赁社区，
前期开展了充分
的市场调研，统筹考虑户型设计、停
车位数量和间距、日照等相关设计规
范，配置了多种房型，可以满足多种
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人群的多元化
住房需求。融合了开放式街区和低
密度社区的规划理念，
设置了下沉广
场、体育运动场所、社区商业、社区图
书馆等大量公共空间。建成后社区
内的建筑密度仅为 35%，
绿地覆盖率
可达 30%。值得一提的是，
此处租赁
房源将实现精装修交房，
并配有基本
的家具家电，
竣工后能拎包入住。

通州樱桃受灾减产采摘价未涨

本报记者 邓伟摄

昨天，
雨后京城空气通透、
能见度高。傍晚时分，
西部群山在暮色中连绵起伏，
层峦叠嶂，
犹如一幅彩墨画卷。
本报讯（记者 骆倩雯）一场雨水送
来了清凉。今天，雨走风来，受冷空气
影响，阵风将达到七级左右。另外，预
计本周气温逐渐回升至 34℃左右。
从上周六 22 时开始，这场雨水陆续
影响北京全市。不过，降雨来的速度比
预计中慢一些，而且雨量分布不均。大
概 10 时许，房山区率先发布暴雨蓝色预
警，
降水云系所到之处白昼如夜，
暴雨如
注，
房山部分路面出现严重积水。
数据显示，
昨天上午，
北京自西向东
出现全市性雷阵雨天气，
南部、东部地区

雨势相对较强，
房山、大兴及通州均发布
了暴雨蓝色预警。据统计，
25 日 22 时至
26日15时，
全市平均降水量18.3毫米，
城
区平均14.4毫米，
最大的雨下在了大兴榆
垡，
为 80.8 毫米。午后，
雨水自西向东慢
慢停歇，
天气转晴。
气象部门表示，
由于前期本地处于高
温高湿的大气环境条件，
这种条件下极易
导致强对流天气的发生，
因此，
本次降雨过
程中伴有明显的雷电、
短时强降雨（最大小
时雨强53毫米）和局地短时大风等强对流
天气。

受降水影响，
昨天，
代表
“北京天气”
的南郊观象台白天最高气温 23.9℃，相
比前一天的 33.7℃下降了约 10℃。雨
后，市气象台昨天 11 时发布了大风蓝色
预警，
昨天傍晚至今天白天北风较大，
阵
风可达七级左右，
请注意防风避险。
今天京城气温将很快回升，最高气
温接近 30℃。本周，还将迎来一大波晴
朗天气，
没有了雨水的约束，
气温逐步上
升，
预计本周气温逐渐回升至 34℃左右。
昨天，我国南北方同时遭遇了降水
天气。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介

绍，实际上，南北方的降雨是受到不同
天气过程影响。
南方开始得较早，24 日夜间开始，
受低涡切变影响，导致西南气流加强，
出 现 比 较 强 的 过 程 性 降 雨 。 25 日 至
27 日，北方地区东移冷空气与南上暖
湿气流相结合，造成既有大风降温、又
伴有降水、强对流的天气过程。26 日
后北方的冷空气南下后与南方低涡切
变 系 统 相 结 合 ，使 雨 带 继 续 南 压 ，因
此，造成南方持续时间长、范围大的降
雨过程。

延庆中小学生将 100%上冰上雪
本报记者 刘冕
到 2025 年，新增学前学位 3960 个，
适龄儿童入园率稳定在 95%以上；新增
3400 个中小学学位；引入一至两所高校；
中小学生 100%参与冰雪运动……25 日，
延 庆 区 召 开 教 育 大 会 ，公 布 2019 年 至
2025 年教育发展目标。

新增学前学位 3960 个
2019 年 至 2025 年 ，延 庆 区 计 划 新
建、改扩建幼儿园 17 所，新增学位 3960
个。其中，在城区新建、配建、租赁 9 所幼
儿园，
新增学位 2520 个；
在沈家营、康庄、
永宁、大榆树、旧县、八达岭等农村地区新
建、
扩建 8 所幼儿园，
新增学位 1440 个。
延庆教委表示，将严格落实新建居
住区幼儿园配建标准。加大政府购买服
务力度，通过给予扩班补助、租金补贴、

生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社会资本开
办普惠性幼儿园。到 2022 年，该区将基
本解决无证办园问题。届时，延庆适龄
儿童毛入园率稳定在 95%以上，普惠性
幼儿园覆盖率达到 90%以上。

海淀学校结对延庆中小学
延庆区计划新建、改扩建中小学校 6
所，新增学位 3400 个。其中包括改扩建
延庆三小、沈家营小学和康庄小学，增加
学位 1240 个。新建并规划几所九年一贯
制学校，
新增学位 2160 个。同时，
该区将
完成刘斌堡中学整体改造，
康庄中学建成
北京市八一学校分校并实现招生。
目前，
15 所延庆中小学校已结对海淀
学校。下一步，
延庆区将推进首师大附属
学校建设，
实施十一学校等城乡一体化建
设项目；
支持海淀外国语学校在延庆举办
分校。该区还将继续以政府购买服务的

方式引进新东方等优质教育资源。

吸引一至两所高校进驻
延庆区的教育类型也将新增高校、
“国
际校”
等。按计划，
该区将加快推进北京国际
奥林匹克学院延庆办学，
期望引入一两所高
校到延庆办学。同时，
该区支持中小学校与
境外同类校建立长期稳定的交流合作关系。
延庆一职每年招收不少于 15 名外国
留学生，重点接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学生留学。
到 2025 年，延庆区将建立高层次和
专业人才引进机制，引进 100 位名优校
长和教师，为城区每所学校聘请至少 1 名
外籍教师。

两万学生掌握冰雪技能
延庆将创建全国青少年校园冰雪运动试

点区，
冰雪运动特色校创建比例达到40%。
延庆区所有中小学生都将领到《京奥
冰雪》等冬奥知识读本，奥林匹克教育与
冰雪运动将被纳入体育课程，
每年不少于
10课时。同时，
该区将创建8至10所奥林
匹克教育示范学校、
20至25所冰雪运动特
色学校，
设立10所北京冬奥会
“同心结”
学
校。2 万名以上延庆中小学生至少掌握 1
项冰雪运动技能。该区还将培养不少于
200 名高水平冰雪运动后备人才。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在延
庆区的创建比例也将达到 60%。该区计
划新建、改造校园足球场地 40 块，建成各
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35 所；培养校园足
球各梯队精英队员不少于 200 名。
到 2025 年，延庆区学生体质健康及
格率达到 98%、优秀率达到 15%。该区
还将成立区级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
为 300 人以上规模学校和农村寄宿制学
校至少配备 1 名专职心理教师。

京城老字号齐聚西单玩儿快闪
本报讯（记者 马婧）京作、京绣、京
乐、京瓷、京珐……昨天，近 30 家老字号
集结在西单商场，拉开了 2019 老字号时
尚创新精品荟的帷幕，老字号的集体到
来为繁华的西单增添了文化气息，今年
夏天，市民可以在这里一站式感受老字
号文化，购买老字号产品。
走进西单商场南楼四层东区，
人们耳
熟能详的京城老字号一应俱全。现场汇
聚了金漆镶嵌、
花丝镶嵌、
景泰蓝、
百花剧

装等
“燕京八绝”，还展示出四面方樽瓶、
龙袍凤袍、百年湖笔、漪澜堂复刻绣墩等
十余家北京老字号品牌的镇店之宝。
龙顺成、金漆镶嵌、杜顺堂的家具，
景泰蓝、京彩瓷的瓷器摆件，文盛斋的宫
灯，花丝镶嵌、集珍斋的首饰，北京剧装
厂的京绣服装，一得阁的墨水，戴月轩的
湖笔，星海的钢琴……2600 余平方米的
场地里，人们可以现场品味、购买老字号
的产品，
其中有不少都是老字号品牌的限

量珍品，
实现将
“国礼”
和
“文物”
带回家。 牌文化。据悉，老字号时尚创新精品荟
除了产品展示，
现场还设有体验区，
消
将持续到 8 月 10 日。5 月 26 日到 6 月
费者可以现场观摩掐丝珐琅、
京彩瓷、
龙顺
27 日为预热期，参加老字号时尚创新精
成中式家具制作等老字号传承人的精湛技
品荟的企业进行全方位宣传、讲解、推
艺，
并亲自学习体验老字号传统技艺。
广；6 月 28 日到 8 月 10 日将推出名称为
北京老字号协会会长刘小虹介绍， “北京老字号时尚精品快闪市集”的活
在北京老字号商业企业西单商场的倡议
动 ，届 时 将 成 为 西 单 时 尚 节 的 活 动 之
下，北京老字号协会吹响集结号，在新中
一。西单商场合作经营的北京老字号企
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采用时尚潮流的快
业瑞蚨祥、内联升、盛锡福、雪莲、红都、
闪形式，集中展示北京老字号企业的品
雷蒙、吴裕泰等也将同步参与活动。

本报讯（记者 王海燕）通州区西
集镇第十四届樱桃采摘季上周六拉
开帷幕。在开幕式上，
西集镇相关负
责人介绍，受 5 月 17 日数十年不遇
冰雹天气的影响，
全镇樱桃减产近三
分之二。但今年樱桃采摘价格并未
出现大幅度上涨，
基本与往年持平。
西集是北京市樱桃生产大镇。
5 月 17 日，就在樱桃即将进入采摘
季时，
西集遭遇了史上最恶劣的冰雹
大雨恶劣天气。
“ 全镇近万亩樱桃不
同程度受灾，减产近三分之二，留存
果实均有不同程度损伤，
使得今年樱
桃的品质和数量均有所下降。”西集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洪波说。他表
示，
镇里举办樱桃采摘季活动就是希
望搭建一个平台，让各界充分交流，
确保外界更深入了解西集樱桃产业
状况，
给予今年的樱桃产业更多的理
解和支持，
助力西集大樱桃走出当前

困境。
西集镇最大的樱桃种植合作社
聚隆农业联合社相关负责人介绍，
雹
灾发生后，
合作社在区镇相关部门的
帮助下，第一时间联系保险公司，积
极配合保险公司做好全镇果农的定
损理赔工作；
加紧联系相关公司和工
厂，把没有完全打烂的樱桃收集起
来，
进行深加工，
做成副产品出售，
把
果农的损失降到最低。同时请教相
关专家，
对雹灾后的果农果树提供补
救措施。
在活动现场，
马坊村、郎东村、西
集村、儒林村、供给店村、沙古堆村等
樱桃合作社展示了今年的樱桃精品
果实。记者询问各展位得知，
今年樱
桃采摘价格与去年持平，
按照品质高
低在每斤 40 元到 100 元之间。可供
采摘的品种有红灯、美早、雷尼、早大
果等。

全国
“瓜王”重达 80.06 公斤

本报讯（记者 陈强）第 31 届全
国西甜瓜擂台赛日前在大兴庞各庄
举办，共决出大型西瓜重量组、中型
小型西瓜综合组、甜瓜综合组、新品
种组 5 种奖项。最大西瓜重 80.06 公

斤，获得今年“瓜王”称号，其种植者
是庞各庄瓜农李铁军。
上图:在大兴区庞各庄镇，重达
80.06 公斤的“瓜王”吸引了小朋友的
目光。
本报记者 武亦彬摄

跨境产品交易中心亮相石景山
本报讯（记者 周林）斯洛伐克
的葡萄酒、斯里兰卡的红茶、菲律宾
的果干……来自 12 个“一带一路”
国家的跨境产品昨天亮相石景山郎
园 Park。
昨天，北京侨梦苑·侨商跨境产
品交易交流中心落户石景山郎园
Park，该中心致力于打造成为侨商
企业对外展示和侨商跨境商品“走
进来”的窗口，目前已有全球 36 个
国家和地区的 300 多种跨境产品进
驻，包括 12 个“一带一路”国家的跨
境产品，如斯洛伐克的葡萄酒、斯里

兰卡的红茶、泰国的泰剧周边、菲律
宾的果干等。入驻的侨商除了提供
优质的跨境产品之外，每周还将承
办不同主题和形式的商贸文化活
动，增进与市民和国内外企业的文
化交流。
北京侨梦苑于 2016 年 5 月落户
石景山，
它既是华侨华人来京投资创
业协调联络、政策宣传、创业孵化、项
目落地
“一站式”
服务平台，
又是北京
企业了解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国情、
民情、商情、侨情和服务北京企业
“走
出去”
的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