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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历的变化

辞旧迎新之际， 免不了诸多“最后一
次”，也免不了习惯性回望来路。
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 40 年来，
我们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 改革开
放给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带来了巨大的改
变，而每年不断推出的新政策、新措施，也
让我们的获得感、幸福感来得更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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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服务

今天，12 位从事民生时政新闻采访的
记者，以自己的视角，讲述了过去的 这 一
年中最让他们难忘的一个改变：疏解整治
促提升让我们的居住环境更优美了，书
店、文博场所扩容让我们的文化生活更丰
富了，地铁新线开通让我们的交通出行更
便捷了，美丽乡村建设让我们的生活更惬
意了……这样的变化每天都在发生，记者

北京晨报

讲述的是一件事、一个人，但一滴 水 见 太
阳，折射出的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不断得到满足。
愿新的一年，这座城市中的所有人，沐
浴着新时代的春风，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有更多的收获， 让满满的获得感充盈在每
个人心中。
特刊策划 王彬 姜葳

一部手机畅捷坐地铁
今年，北京地铁全路网实
现了刷手机乘车；这个月底，两
条地铁新线将开通试运营；新机
场线、7号线东延、12号线等 10
条轨道交通线正加紧建设……
越织越 的地铁线网、越来越智
能的出行方式绝对是今年交通
行业晒出的最靓的成绩单之一。
作为一名生在北京、长在
北京的普通市民，我是一个亲
历者，切身感受着北京交通的
发展变化，并受益于其中；作为
一名跑了多年交通新闻的记
者，为了保证新闻的客观真实，
我是一个旁观者，用笔杆子记
录着北京交通的发展变化。
和很多通勤族一样，方便
快捷、四通八达的地铁是我日
常首选的交通工具。每当在地
铁里看到父母领着孩子，我便
想起儿时父母骑着二八自行车
带我出门的场景。寒冬时节，尽
管被满身棉袄裹成了粽子，但
依然被冻得涕泪横流；盛夏时
分，我坐在二八车的前梁上不
停舔着手里的冰棍儿——
—我若

稍慢，冰棍儿吃不到几口就已
经化得差不多了。于是，现在看
到地铁里的孩子，我不禁感慨
新时代的娃娃们多么幸福。至
少，寒冬可以享受地铁里的空
调暖风，炎炎盛夏可以吃到一
根完整的冰棍儿。
打开手机软件，贴近地铁
闸机，然后“滴”的一声，闸机门
打开了——
—今年，北京地铁全
路网实现了扫手机二维码乘
车、刷手机一卡通乘车。满地铁
站找人借零钱充值、买票，翻遍
衣兜找交通卡的尴尬场景终于
不再上演，这就是我作为一名
普通市民，对今年地铁变化最
直接的感受。
作为一名记者，我又有幸
走进地铁运营调度指挥室，走
进地铁在建工地，走进一卡通
公司……看到了很多交通发
展变化背后的故事。比如，近
些年地铁建设节奏越来越快，
工期紧、任务重是地铁建设普
遍面临的挑战，但他们用自己
的智慧、勤劳的双手、纯熟的技

手机购票乘地铁，让大家的出行更便利。

术、创新工艺攻克了一个又一
个建设难关。今年，北京在建地
铁达十余条，在百分之百确保
施工质量及安全的同时，建设
者们努力将施工给百姓生活的
影响降到最低，360度无死角密
封的施工场地，各种防尘降噪
措施，每日和钢筋混凝土打交

/
轨道交通发展是今年交通
行业交出的漂亮成绩单之一。明
年，新机场线、八通线南延等多
条地铁线，新机场高速、延崇高
速等多条高速公路将具备开通
条件，一张张加密布织的交通网
将为市民带来更佳的出行体验。

北京晨报记者 王巍 摄（资料图片）

道的地铁建设者体现着他们淳
朴、细心、体贴的一面。正在运
营的密密麻麻的地铁线网，每
日运送上千万的乘客，地铁运
营公司在保证运营安全的前提
下，反复优化着调度方案，尽可
能缩短发车间隔，增加运能，最
大化地提升乘客乘车舒适度。

北京晨报记者 曹晶瑞

年轻人追捧公园年票
这几天正是市民购买公园
年票的高峰时段。与往年不同，
今年购买年票的市民不仅人数
见少，还似乎一下子年轻了不
—我在陶然亭公园蹲守了
少——
一上午，也没见到一个“白发
人”来换年票。
在印象中，逛公园的多是
老头儿老太太。而随着本市优
待政策向 60岁至 64岁的老人
放开，大约有 110万老年人从
明年 1月 1日起就可以免费入
园游览了。换句话说，从今年
起，购买年票岁数最大的市民
也不过 59岁。这购票的队伍可
不是一下子就年轻了不少！
如果您手中有个 50元档

的年票卡都值得收藏了——
—随
着 65岁以下老人直接刷养老
助残卡入园，50元档的公园年
票将彻底谢幕。以前公园年票
分为三档：服务于 65周岁以下
老年人的 50元档年票、服务于
60周岁以下退休人员和工会
会员的 100元档年票、服务于
其他市民的 200元档年票。随
着 50元档年票的取消，从今年
起，各大公园只需要设置其余
两个售票档口了。
以前赶上年底换年票的市民
扎堆儿，各大公园不仅要开辟出
50元档的专售窗口，还怕冻着老
人，尽量把专售窗口都安排在室
内，同时还配备热水、小药箱、座

椅、放大镜等服务设施。由于减少
了110万购票老人，今年各大公园
的年票销售窗口显得有些“冷清”；
随着买票的市民一下子年轻了，售
票的效率大为提高，几乎5到10
秒就能“送”走一位充值的市民。
2008年底，北京市首次推
出电子卡式公园年票，至今整
整 10年。2009年统计，年票销
售为 100万张，大多是 65岁以
下的退休老人购买，65周岁以
上老人则持纸版的“养老优待
卡”入园。2010年，北京市首次
向工会会员发售 100元的半价
优惠年票，购票的队伍第一次
年轻了不少；而这一次，随着
65岁以下老人不再办理年票，

购票的队伍又一次变年轻了。
就在政府鼓励老年人多外
出走走逛逛的同时，本市还出台
很多政策，鼓励失能的老年人入
住养老院。比如，政府正在整合
“高龄津贴”制度，涉及 56万 80
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同时，增设
“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涉及
5.5万重度失能和重度残疾老年
人；增设“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
补贴”和“困难老年人节日慰问
补贴”，涉及低保、低收入、计划
生育困难老年人约 3万人。“希
望用这些补贴，鼓励更多的困难
老人入住养老院。”民政局相关
工作人员表示。
而同时，今年政府还加大

了对养老机构接收失能失智老
人的床位补贴费。12月初，我
同事 92岁的爷爷脑梗瘫痪，她
的父母立刻觉得天塌下来了，
“这怎么伺候呀？”我同事立刻
打了 96156民政热线，对方推
荐了一处位于香山的养老照料
中心，该中心由医院改建，医疗
报销及各种补助后，重度失能
老人每月的费用只有 6000元，
老爷子当天就入住了；而她妈
妈今年刚好 60岁，拿到了养老
卡。“我妈在公园里热热闹闹地
跳舞，我爷爷在香山踏踏实实
地养老——
—这是我今年最高兴
的事情。”她如是说。

还会在全市逐步推开。
还记得，在北京儿童医院
天坛诊疗中心小夜门诊采访
时，一位抱着孩子的家长拉着
我说：“ 我不会说虚头巴脑的
话，但是现在看病确实方便了。
以前孩子生病，我得在儿童医
院排半宿才能看上，现在我开
车五分钟到新天坛就能看上儿
童医院的专家。”
医疗改革从来都不是一蹴
而就，点点滴滴的变化却每时
每刻都在发生。基层医疗日渐
壮大，而高大上的大医院也在
蓬勃地发展着。天坛医院整体
迁建完成、友谊医院通州院区

开诊、宣武医院颅脑大楼启用
……作为一名医疗卫生口线
的记者，我亲历着我所熟悉的
大北京各家医院日新月异的
变化。每当看着一个个熟悉的
院名，走进一栋栋全新的门诊
大楼，熟悉中又有点陌生，新鲜
中还带着兴奋。随着医疗资源
布局的日渐完善，我看到了住
在城市副中心和五环外的居民
在家门口终于迎来了他们期盼
已久的大医院时脸上舒心的笑
容。在那一刻，我知道我们正在
经历着一个最好的时代，不在
远方，就在脚踏实地的现在。

北京晨报首席记者 崔红

医疗服务走进百姓家
一位因病瘫痪在床的老
人，靠老伴儿的帮助，从没有电
梯的旧楼上下来，推着轮椅一
点点挪去医院——
—年轻人或许
无法想象这样一趟要耗费多少
心力。为了能解决老人们类似
的就医困境，位于东城区美术
馆东街的隆福医院创造性地开
展了入户医疗服务。印象最深
的是，今年，我跟随着隆福医院
的这支医疗队穿梭在东四、沙
子口、王府井附近的街巷和楼
宇之间，走入七拐八弯的大杂
院，来到多年瘫痪在床的老人
家，看着医护人员在家中为老
人更换尿管、胃管、抽血、拆线、

褥疮清创换药……“老人不动
医护动”，不仅解决了行动不便
老人的医疗问题，更从时间和
经济上大大降低了患者及家属
的就医成本，在这一年中，我见
证了“无忧医疗服务”真的走进
了寻常百姓家。
这一年来，医改给居民带
来的变化和便利远不仅于此。
在我熟悉的德胜社区，越来越
多的老人选择了避开大医院，
回到社区开药做一些常规的检
查。他们告诉我，以前每周都得
跑趟大医院。医改后，以前社区
没有的药现在有了，报销比例
还比大医院高，长达两个月的

长处方更是大大减少了他们跑
医院的次数。
在我采访过多次的方庄社
区，看病的老人们掏出手机，熟
练地点出“身边医生”APP给我
看：“瞧，只要一点这儿，我的签
约医生就‘出来’了。平时有个头
疼脑热，还能跟大夫直接对上
话。”这种“智慧家庭医生”让患
者不仅能在手机 APP上在线预
约及检查检验结果查询，还可实
时查看个人健康档案，每位签约
患者，都可以与自己的家庭医生
实时交流。最重要的是每个区都
设点推出了一两个像方庄这样
的样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明年

北京晨报记者 徐晶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