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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四南七条胡同重现老墙
“目的就是摒弃所有人为穿凿，恢复胡同古朴原貌”
居民们捐出家中的老物
件， 北京首个胡同博物馆在居
民的支持中开馆， 并在北京的
众多博物馆中小有名气； 胡同
里的四合院成了新型社区文化
中心，“上到九十九、 下到刚会
走” 的人们都能在内务部街的
“27 院儿” 找到自己的小快乐；
居民朴拙的绘画、摄影作品，变
成了明信片、冰箱贴，成了深受
欢迎的文创产品……今年北京
入选中国人居环境奖的四个项
目中，东城区 “东四 南 历 史 街
区保护更新公众参与” 是唯一
以名城保护和社区营造为主题
的获奖项目（右图）。 记者昨天
了解到， 东四南历史街区的七
条胡同将逐一“抠”出老墙面，
预计明年 3 月， 胡同墙面上历
史的痕迹将“重见天日”。

石景山完成全部
违规广告牌清理
北京晨报讯 （记者 王歧

“热爱老北京”有了立足点

历史无法改写，古建不可
复制，人文的气息更是让史家
胡同有了“三代出贵族”般的气
质。如果说曾经在这里留下生
活印记的人们，为这条胡同铸
就了独一无二的过去，那么现
在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则依然
呵护着那份浓浓的乡愁。
史家胡同博物馆所在的小

院原是民国时期的才女凌叔华
的嫁妆，当年曾有很多文人墨
客在这个小院聚会。后来，女儿
陈小滢将院子公益转让，最终
建成博物馆，以传承胡同之美。
据说，这间“小姐的大书房”比
林徽因“太太的客厅”成名更
早。当年，陈衡恪、齐白石在这
里组织过画会，泰戈尔在檀香

木片上画了莲叶和佛像。也是 展，史家胡同博物馆成了少有
在这里，凌叔华结识了丈夫陈 的“没有文物的博物馆”，馆中
西滢，并在这里养育女儿陈小 的藏品都是居民捐献的老房构
滢。陈小滢回忆，当年爬上后院 件，过去使用的老月票、搪瓷
的假山，能一眼看到西山。
盆，人艺老演员的戏服、道具。
朝阳门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一位参观者在留言簿上写道：
李哲告诉记者，2010年，史家 “博物馆让人们热爱老北京的
胡同的保护从博物馆的筹建开 情怀有了立足点，多少代人的
始，经历了 3年多的维修、布 想法有了落脚地。”

北京老胡同走出“社区艺术家”

在史家博物馆旁边史家胡
同文创社里，74岁的老奶奶朱
红正在认真地创作自己的“作
品”，她的目标就是要“画出我
的一生”：土炕上出生、和小伙
伴踢毽子……如今，朱红奶奶
的这些作品已经变成了文创社
里相当抢手的明信片、冰箱贴。
文创社目前已经有 15位“社区
艺术家”，文创社中出售的产品
中一半以上都是出自他们之
手。文创社社长马牧思告诉记

者，通过挖掘、培养和推广，现
在已经有 15位居民成了“社
区艺术家”和“社区名人”，他们
年龄最大的 74岁，最小的只
有 8岁，他们的绘画、摄影、书
法、剪纸等作品的原稿，经过加
工，衍生出来四十多类、上百种
产品。“我们还启动了‘社区艺
术家计划’，想用两年的时间，
在朝阳门街道培养 100位社区
艺术家。”
与史家胡同一街之隔的内

务部街里，则有着街道居民都
熟悉的“27院儿”。去年 9月，这
里作为朝阳门社区文化生活馆
正式投入运行，院里的十个文
化活动空间有着不同的功能和
主题。除了北京 ONE国际设计
周等大型活动，这里最吸引人
的就是丰富有趣的日常活动。
负责人牛瑞雪告诉记者，日常
社区固定团队活动每周都有，
包括舞蹈、书画、编织、幼儿等
五个。日常的文化艺术主题活

动平均每周至少四场，包括工
作坊、讲座、沙龙、小型演出、
观影表演，内容覆盖了传统书
画、主题摄影、漫画研习、美食
制作、花卉课程、读书分享等
等。“我们大概统计过，这个小
院儿一年已经接待了 4万多
人次，六成以上是年轻人，达
到了让年轻人回归社区的目
的。平时是老人带着孩子来，
周末很多年轻人会过来参加
活动。”

单位、外围社会资源、政府专项
资金等渠道筹集款项承担”。
今年上半年，垂花门终于
恢复了往日的风采，老部件也
一点没糟蹋浪费：能用的构件
全都用上，实在糟朽的，也放在
史家博物馆中展览。“抢救”了
垂花门同时，45号院也进行了
整体的提升改造，而且改造过
程中，设计师是挨家挨户地沟
通改造方案。“改造和保护结合

了居民意愿，与宜居相关联，让
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形成保护
的意识，这样的改造才不是‘死
亡的僵尸’”。在这里住了 31年
的老住户王重节说，改造后，院
里拆掉了原来的小煤棚，地面
也进行了重新整修。“老丁香树
留下来了，协会还请了专业的
人士教居民种四季花卉。经常
有外国游客进院来参观，我们
住在这里的人也觉得很骄傲。”

的古朴原貌。”他告诉记者，目
前此项工作正在进行，有的胡
同已经抠掉了原来的水泥，露
出了老式的停泥砖，有的实在
破损了，也要尽量恢复历史原貌
采用老砖贴面，包括礼士胡同内
清末兵部尚书敬信故居的门楼、
上马石等都有望展露真容。

此外，东四南历史街区还
将打造“微空间”，组织设计师
团队在胡同里选择十几处小微
空间，与居民一起合作，打造社
区院子、自家院子，预计明年下
半年将完成。

整修老院落“抢救”垂花门

史家胡同风貌保护协会秘
书长赵幸带着记者来到了史家
胡同的 45号院，这个院子本是
天津著名中学木斋中学的一任
校长的故居，与隔壁的 43号院
是非常珍贵的“鸳鸯院”，两院
中均有垂花门，但 45号院的垂
花门早已经破败不堪。“当时这
个垂花门简直是摇摇欲坠，破的
都‘露天’了，居民出来进去都
要快跑两步，恐怕掉下东西来

砸着脑袋。”居民之前也试图找
产权单位进行维修，但产权单
位表示只能出基本的维修费，维
修方案也只是在“拆掉”和“找木
头钉上”之间二选一。协会成立
后，经过和居民共同商议，还邀
请到专业人士一起讨论，不但
制定出详细的保护维修方案，
还确定“产权单位依旧只分担
原来的基本维修费用，将垂花
门复原的资金由协会通过辖区

老式停泥砖重现七条老胡同

李哲告诉记者，目前，街道
正在对东四南历史街区的七条
胡同的墙面进行保护性恢复，
曾经由于各种原因被“糊”掉的
老墙面，将开始逐一“抠”出原
貌，预计明年 3月将露出本来
的历史痕迹。
李哲说，经过封堵开墙打

今年 10月份开始，石景山区
启动清理建筑物天际线专项行
动，经过一个半月的集中整治，
目前，石景山区 1700多块违规
广告牌的拆除工作已全部完成，
主要建筑物恢复原貌，城市天际
线亮了出来。
昨天上午，位于石景山区
政 达 路 上 的 一 家 大 厦 前 ，随
着大型吊车举起长长的机械
手臂，安装在楼顶的标识被
逐一拆除。该写字楼所在的
银河商务区地区楼宇密集，商
业气氛浓厚，以前每座楼体上
被巨大的广告牌所覆盖，不仅
存在安全隐患，更影响了城市
环境。如今，随着楼体四周和
楼顶部的广告牌匾被统一拆
除，建筑物的本来面貌呈现
在市民眼前，一眼望去整洁
有序。
据石景山区城管委相关负
责人介绍，本次清理工作包括，
全区范围内建筑物屋顶、墙体的
违规户外广告、牌匾标识。按照
全市要求，对超过建筑物本体高
度和边缘的户外广告、牌匾标
识；垂直于建筑物墙体的户外广
告、牌匾标识；“ 一店多招”的牌
匾标识；附着于建筑物三层以上
墙体的单位名称牌匾标识；附着
于建筑物墙体的违规户外广告
等一律进行清理。
专项行动指挥部充分发挥
九个街道分指的统筹协调作
用，精准摸排，共排查出存在四
大类别违规广告牌匾 1472块，
其中，屋顶式 708块，突出式
142块，雨棚式 86块、附着式
536块。
专项行动期间，石景山区
针对大型商圈以及大型驻区企
业，开展上门宣传政策、讲解牌
匾规范设置方法。同时，面向社
会公开便民服务热线，全天接
受咨询，及时解答、协调解决相
关问题。考虑到拆除作业具有
一定的专业性、复杂性和危险
性，为确保专项行动安全顺利、
优质高效，聘请有资质的作业
队伍，选派有工作经验、有责
任感、协调能力强的机关干部，
全程在拆除现场指挥协调，确
保拆除作业安全顺利。目前，全
区已完成了辖区 1000 余家单
位 1700多块广告、牌匾的清理
工作。
下一步，石景山区将充分
发挥城市管理“街巷长”及老街
坊的社会监督作用及巡查机
制，并依托城市管理监督指挥
中心融合平台，通过微信公众
号、公开举报电话等方式，提
高社会参与程度，最大限度发
挥群众监督优势，严防反弹，
形成城市管理人人参与的共
治局面。
丰）

洞，目前，包括史家胡同、前拐棒
胡同、礼士胡同等 7条胡同已经
初步具备条件。原来，胡同的墙
面被破坏的很厉害，有的为了
所谓的“整齐”被全部糊掉，有
的则被商家刷漆改变了颜色。
“这次我们恢复的目的就是摒
弃所有的人为穿凿，恢复胡同

北京晨报记者 王萍 / 文
李木易 /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