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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上线
“疫苗接种门诊地图”
可一键查询HPV疫苗、
狂犬疫苗等疫苗接种门诊地址和服务时间
健康
本报讯（记者 蒋若静）去哪里能打疫苗？北京青
年报记者昨日从北京市疾控中心了解到，本市“疫苗
接种门诊地图”已经在市疾控中心官方微信号正式上
线，该地图可实现疫苗接种门诊地址的精准定位，
HPV 疫苗、狂犬疫苗、老年人免费肺炎球菌疫苗接种

门诊均包括在内。
如何使用“接种地图”服务？市民只要打开北
京 市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 的 微 信 公 众 号 ，点 击 菜 单
栏最右侧的“接种地图”，在出现的子菜单栏目里
选择“接种地图”，即可进入“疫苗接种门诊地图”
页面。
打开“疫苗接种门诊地图”后，即可看到疫苗种

类的目录：依次是“全市常规免疫预防门诊”
（包括
“免疫规划预防接种”和“成人及其他接种”
），还有女
性和喜欢宠物的市民较为关注的“HPV/狂犬疫苗接
种门诊”
（包括“可接种 HPV 疫苗”和“狂犬疫苗接
种”
）以及老年朋友最关心的“老年人免费肺炎球菌
疫苗接种门诊”。
选择疫苗种类后，地图将自动呈现。市民可根据

需要选择疫苗种类进行地址查询，如点击“全市常规
免疫预防门诊”，即可查看对应地图。点击小图标，即
出现详细地址、联系电话和服务时间。
市民也可以点击左上方的城区分类进行选择。
选好城区后，点击地图右上方
“选择健康网点”可查看
选择所在地区的疫苗门诊地址。上下滑动可翻看，选
择要去的门诊，
点击
“确认”
即可。

“新中国大工匠智慧——人民大会堂”
特展于昨日在北京市规划展览馆开幕

再现人民大会堂设计建设经典瞬间
窄的规制。为解决这一问题，时任北京建院总建筑师
张镈仔细考量了柱间尺寸，把中间两根柱子的外皮偏
心外移稍许。这样，
就形成了中间柱距较宽、
两侧柱距
较小的格局，
通过这样巧妙的
“搬家”
，
避免了大动干戈
的结构返工。这段故事也一直被建设者们传为佳话。
专家介绍，大会堂的设计建设过程里多处包含着
周总理的奇思妙想：万人礼堂净高 33 米的超大室内
空间，让步入其中的人会感到渺小，从而产生强烈的
距离感。为了展现人民殿堂的亲和力，周总理以“秋
水共长天一色”为意象，提出墙面与顶棚用弧形曲面
连成一体的方案。这样的设计会冲淡一般长、宽、高
清晰同在而产生的生硬、庞大的印象；大会堂的北门
中轴是展示国家迎宾礼仪的隆重场所。周总理从宾
客的行为和心理感受出发，亲自试跑楼梯做试验，既
强调隆重、热烈，又不失亲切、体贴，用不同实例做参
照，极其细腻地反复推敲、启发和引领建筑设计不断
向好。
为了让观众更加身临其境，展览现场还设有感知
细节、沸腾工地、灯火辉煌、纹样之美、梦回大会堂、智
慧双手六大动感视频，通过天安门广场格局、轴线空
间乐章、柱廊刻度、建设大军当量、五千人宴会当量、
万人大礼堂当量六大装置，以及人民大会堂建设时间
轴、12 组大工匠展示台等史实再现模块，为观众详解
了人民大会堂的诞生过程，展示了传奇人物的硬核智
慧，
再现了新中国大工匠们的激情岁月。
摄影/本报记者 袁艺

展览
本报讯（记者 赵婷婷）今年是人民大会堂建成
60 周年，作为北京国际设计周设计之旅的特别活动，
“新中国大工匠智慧——人民大会堂”特展于昨日在
北京市规划展览馆开幕。展览以设计者的视角回溯
了人民大会堂设计建设中的经典瞬间，还原了这一伟
大建筑缔造者们的传奇故事。
轴线安排、柱廊搬家、水天一色、十月奋战、迎宾
序列、史诗东方红……北京建院将人民大会堂复杂建
设过程中最精华的智慧萃取出来，用新颖、鲜活、
“小
分子结构”方式展示给了观众。当年，在讨论天安门
广场的规划布局时，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和
人民英雄纪念碑之间的对位关系是建筑师们思考的
焦点。如果大会堂和博物馆的大门正对纪念碑，彼此
望去，通畅的视野会被正中间的纪念碑割裂，因此建
筑师们让拟建的人民大会堂南侧盲墙、革命历史博物
馆南侧石阙与已建成的纪念碑形成次轴线，使广场、
东西两边的围合面向北延展，空间变得更加深远。这
种布局也契合了中国传统造屋选址的理念，让人民殿
堂、文化宫阙与英烈纪念碑各得其所，和谐共处于天
安门广场。
许多人不知道，大会堂的柱廊建好不久就进行了
一次
“搬家”。当大会堂主入口的廊柱浇筑完毕后，有
人指出其中部三开间柱距均为 9 米，其余柱距均为 7
米，
这一做法不符合传统建筑明间、
次间和梢间逐级变

今晨北京局地暴雨 白天最高气温 25℃
预计未来 3 到 10 天还将有两次降雨
天气
本报讯（记者 赵婷婷）干涸已久的北京终于迎来
了一场像样儿的秋雨。降雨将一直持续至今天白天，
局地甚至会出现小时雨强达 30 毫米左右的短时强降
水。受降雨影响，今天白天北京最高气温只有 25℃，
一扫前两天的燥热，
舒适宜人。
昨天，炎热天气撤离之前在京城上演了最后的
挣扎。早晨最低气温高达 23.1℃，午后最高气温一
路升至 31.3℃。不过，冷空气午后迅速进京，下午
15 点开始，密云和平谷等地率先出现了对流天气，
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密云和昌平区发布了雷电黄色
预警信号，平谷区发布了大风蓝色、雷电蓝色和暴
雨 蓝 色 预 警 信 号 ，顺 义 区 发 布 了 暴 雨 蓝 色 预 警 信
号，朝阳区 18 时 30 分甚至还一度发布了冰雹黄色
预警信号。
傍晚时分，降雨模式逐渐扩大到全市范围。昨天

傍晚 17-18 时，朝阳区大屯一带出现了短时强降雨，
降雨量达 47.2 毫米。海淀北部部分地区 1 小时的降
雨也达到了 40 毫米以上。专家表示，由于冷空气到

来前的暖区对流主要出现在城区北部，所以局地才会
出现这样的短时强降雨。市气象台昨晚 18 时 15 分发
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到 10 日凌晨 5 时，本市局地
会出现小时雨强达 30 毫米左右的短时强降水，山区
及浅山区出现强降水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
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低洼地区易出现积水，
市民外出要注意防范。
紧接着，市气象台在 18 时 25 分又发布了大风蓝
色预警信号，
至 10 日 00 时，
本市大部分地区阵风可达
7、8 级。据了解，北京自从 8 月 20 日以后，已有将近
20 天没有出现有效降雨，
此次降雨算是给干涸的北京
略略解了渴。预计未来 3 到 10 天，
北京还将有两次降
雨天气过程。受降雨影响，气温将出现明显下降。预
计周内平原地区白天的最高气温在 25℃至 28℃之
间，夜间最低气温为 17℃到 20℃，市民要注意及时调
整着装，
谨防感冒。
摄影/本报记者 郝羿

7 号线东延与八通线南延工程竣工
两条线路终点均在环球主题公园
工程
本报讯（记者 李泽伟）北京青年报记者昨天从通
州区了解到，北京地铁 7 号线东延和八通线南延工程
全都顺利通过项目验收，
具备空载试运行条件。
2019 年，北京市计划开通 7 号线东延、八通线南
延、新机场线一期 3 条线路，共有 12 个地铁车站通车
运营。其中，涉及通州的两条线路，共计 25 个单位工
程验收和 17 项运营设备设施预验收，
均已顺利通过。
7 号线东延工程全长 16.6 公里，列车设计时速 80

将进行空载试运行

公里。西起已运营 7 号线终点焦化厂站，终点站设置
在环球主题公园站，共设置了 9 座车站。在万盛南街
西口站预留与远期线路换乘条件——在施园站、环球
主题公园站与八通线南延换乘。同时，作为轨道交通
线网中骨干线 7 号线的东部延伸——7 号线东延也将
打造成中心城与通州新城南部地区的联系走廊，缓解
既有的八通线压力。
副中心另一条地铁八通线南延工程线路起自既
有八通线终点土桥站，向南敷设。从土桥站至终点
环球主题公园站线路全长 4.2 公里，车站 2 座，全部

可与 7 号线换乘。两条线路终点均在环球主题公
园，未来将构筑与对外交通枢纽间的快速轨道交通
联系。
作为北京地铁 7 号线东延线和八通线南延线的
共用车站，施园站装修设计以
“通州大运河水韵”为主
题，展现出一幅“波澜起伏，涌动涟漪”的水韵效果。
施园站为地下二层双岛式车站，主体结构长 297 米，
标准段宽 42.5 米，总建筑面积 27274 平方米，混凝土
用量约 5 万方，钢筋约 1.1 万吨。该站属于大型车站，
其建设规模相当于普通标准车站的两倍。

杨宗丽:用一辈子备好一堂课
园丁风采
“用一辈子备好一堂课”的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室主任杨宗丽教授，
在 34 年的从教生涯中，不断更新着自己的“素材库”，
将自己的所见所闻
“变成”思政课的新鲜素材，让学生
常听常新。
在杨老师从教的日子里，她将《中国革命史》
《毛
泽东思想专题研究》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等相
对难的思政类
“硬课”，以
“沉浸式的教学”
、
“有用的题
外话”等方式感染着一届届校内外的本科生、硕士生、
博士生等。
“杨老师讲课总有一种魅力，也有很强的感
染力。听杨老师的课，我很少翻书，因为她会在我们
已知的历史事件中加入很多我们不了解的细节。”中
央民族大学一位学生说。
但在杨老师看似信手拈来的资料和具有独到见

解的课堂之外，她在备课上下了很多功夫，只一节课
的课件她就能做几百页 PPT。有人问她，准备这样
一堂课，需要花多长时间？杨宗丽老师的回答是“一
辈子”。
“现在的学生懂得多了，当老师的如果不广泛
涉猎，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好丰富多彩的现

实，很难讲好课。”杨老师说，时事热点、政策法规、热
门电影，甚至和别人的聊天内容，都是她不断在“攒”
的讲课资料。
如今，已经过了退休年龄的她仍坚持每周为中
央民族大学的学生上 4 至 6 节课，
“ 跟年轻人们在一
起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有这么多的学生需要我，学
校需要我，我希望能用一辈子为母校留下一堂课。”
不仅课堂上是学生们慈母般的好老师，杨老师在
学术上成果也非常丰硕，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教学
研究论文 10 余篇，出版了《领袖之间》和《周恩来二十
六年总理风云》，任《世纪之交的思考与展望》一书的
主编，任《中国共产党历史大博览》一书的总撰稿人
（全书 800 万字）。参加了中央民族大学十五科研规
划项目：
《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探源》，主持两门本科
生校级精品课建设，参与两项教改项目，主持五项教
改项目等。
文/本报记者 武文娟

中秋假日运输
北京西增开列车 4 对
本报讯（记者 王薇）9 月 12 日至 9 月 15 日，北京
铁路将启动为期四天的中秋假日运输。昨天，北京西
站发布中秋运输方案。今年中秋假日与国庆黄金周
相近，北京西站旅客将以中短途探亲流为主，出行的
主要目的地集中在：太原、西安、郑州、南昌以及石家
庄、衡水、清河城等地。中秋小长假预计发送旅客 68
万人，日均 17 万人。高峰日预计出现在 9 月 13 日，峰
值为 21 万人。
中秋假日运输期间，
北京西站增开旅客列车4对。北
京西—邯郸的K5211/2次、
K5215/6次；
北京西—清河
城的K5227/8次；
北京西—涞源的K5295/6次。
据北京西站介绍，中秋假期运输期间，西站将在
开齐售票窗口的基础上继续设置“半小时取票窗口
（机）”、
“ 一小时快速进站通道”，减少“急客”排队时
间；部分列车实行东西两侧候车室双向放行，缩短旅
客走行距离；加强站台安全广播和提示，保证大客流
下旅客乘降安全。
北京西站“036”爱心候车室备有专用的轮椅、担
架，为特殊重点旅客提供接送站服务。候车室内还设
有儿童娱乐区，集阅读、运动、益智游戏为一体，丰富
儿童的候车体验。

北京市场月饼抽检
213 批次全部合格
本报讯（记者 王薇）中秋节即将来临，
昨天，
北京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节前，该局对本市大型商场、
超市、小食杂店、批零市场、餐饮单位、生产企业、网络
平台等各环节生产、经营的月饼产品开展了抽检监
测。共抽检监测 213 批次月饼样品，全部合格。北京
市场月饼食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可控，节日期间市民
可放心食用。
据了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主要对月饼中的食品
添加剂（苯甲酸及其钠盐、山梨酸及其钾盐、脱氢乙酸
及其钠盐、纳他霉素、丙酸及其钠盐、钙盐、防腐剂混
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的比例之和、铝的
残留量）、非食用物质（苏丹红Ⅰ、苏丹红Ⅱ、苏丹红
Ⅲ、苏丹红Ⅳ、富马酸二甲酯）、重金属（铅）、理化指标
（酸价、过氧化值）、微生物（菌落总数、大肠菌群、沙门
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霉菌）等项目进行检测。结果
显示，共抽检监测 213 批次月饼样品，其中，监督抽检
163 批次，
风险监测 50 批次，
全部合格。
昨天，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还就如何选购月饼产品
进行了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在购买月饼时，尽量选
择正规渠道购买，并留存购物凭证。尤其是网络平台
选购时，由于无法亲身感受到实物状况，应尽量从具
有正规运营资质、信用评价高的商家或网站购买，并
与客服人员确认保质期与邮寄时间，
以防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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