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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普法动画提醒旅客注意出行安全
本报讯（记者 刘旭阳）为保障春

运期间北京站周边环境秩序，东城城
管北京站执法队推出 4 部短动画视
频公益片，在北京站广场大屏幕轮动
播放，提醒旅客拒绝乘坐“黑车”“黑
摩的”，远离假冒产品。同时，加强车
站周边执法，保障春运期间旅客出行
安全。

据东城城管建国门执法二队队
长张波介绍，在北京站管委会的支持

下，城管队员专门制作了包含非法一
日游、拒绝无照等 4部动画公益普法
短视频，春运期间在北京站广场大屏
幕上播放，让旅客了解相关安全知
识，以免上当受骗。

同时，东城城管北京站执法队将
与站前派出所及车站公安联合执法，
在春运期间持续加强执法力度，全天
候打击各类违法行为，并发动志愿者
开展指路服务等，全面保障春运期间

旅客出行安全。
东城城管执法局指挥中心主任

范培刚表示，春运保障期间，东城城
管将加大对北京站、东直门、北京南
站周边等重要交通枢纽的巡查监控
力度，杜绝影响市容环境秩序的各类
违法行为。同时，根据铁路运营时刻
表和进出站旅客动态量，随时调整执
法力量，维护春运期间安全、稳定，确
保市容环境秩序良好。

交通：加强重点区域交通保障
本报讯（记者 李冬梅）为使春节

期间各项活动有序开展，东城交通支
队提前谋划、科学调度安排警力，紧盯
重点区域、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强化
路面秩序管控，加强出行安全宣传提
示，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平稳。

东城交通支队相关负责人介
绍，地坛公园文化庙会设机动车停
车场 11 处、车位 959 个。庙会固定
停车场包括安外大街（道路西侧）、
和平里南街西段、和平里南街东段
等。临时停车场包括和平里南街西
段、和平里西街（地坛东门至和平里

中街）、和平里中街等。庙会非机动
车停车场 5 处，包括地坛北门外南、
北侧便道停车点等。

龙潭公园文化庙会设机动车停
车场 8 处、车位 1182 个。其中，专用
停车场包括夕照寺街北、左内大街
等。临时停车场包括龙潭东路、龙潭
路等。非机动车停车场 7处，包括龙
潭西门外西南便道、东北便道等。

此外，为了响应市委、市政府关
于建设绿色北京、美丽北京，打造宜
居城市的号召，减少大量不规范燃香
对环境的污染、人体伤害，雍和宫将

实行免费赠香，禁止自带燃香入内。
同时，2 月 5 日（正月初一）雍和

宫大街将实行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
和非机动车辆行驶，改为单向步行
街，雍和宫大街上各胡同口均实行封
闭，所有人员由雍和宫大街南口进，
从雍和宫大街北口出。届时，雍和宫
大街沿线公交将实行绕行，地铁雍和
宫站实行甩站、北新桥站 A 口（西北
口）、B口（东北口）将实行封闭，地铁
二号线安定门站两个出入口实行西
进东出。届时，请遵守现场工作人员
的指挥和疏导。

治安：自元旦起排查矛盾纠纷千余件
本报讯（记者 李冬梅 通讯员

李振斌）东城公安分局通过全面强化
打、防、管、控各项措施，实现自去年
底以来，110 刑事、治安警情“双下
降”的良好效果。

针对岁末年初社会治安形势及
“两节”安保任务，东城分局制定了专
项行动方案，提升对入室窃、扒窃、

“两抢”等案件的打击力度。期间，共
破案200余起，接报110刑事警情300

余件，同比下降 5.5%。同时，紧盯社
会面治安秩序问题突出的点位，持续
加大治安清整力度。期间，接报 110
治安警情500余件，环比下降9.6%。

围绕“春节”期间雍和宫觐香秩
序维护及地坛、龙潭两大庙会，东城
分局相关部门多次召开会议专题研
究，组织实地踏勘，分别制订方案预
案。自元旦起，分步推进落实宣传引
导、动员部署、集中查处、全面看护等

各阶段任务。通过开展矛盾纠纷大
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走访家庭、单
位近8000个，排查矛盾纠纷千余件。

为确保春运有序进行，东城分局
特别制定了《春运安保工作方案》，提
前 10 天启动春运安保工作，与北京
站管委会、铁路公安、武警等力量加
强对接、演练，同时启动“春运站区拎
包扒窃专项打击”，坚决确保站区平
稳、旅客安全。

消防：春节期间将逐个楼门开展巡查
本报讯（记者 李冬梅）日前，东

城区防火安全委员会组织召开 2019
年第一次联席会议暨全区消防工作
总结部署会议。区防火安全委员会
各成员单位及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与会人员一起观看了2018
年全区消防工作总结视频片。前门
街道和内蒙古大厦相关领导围绕小
型消防站自主建设情况和消防安全
标准化达标创建工作情况作了经验
介绍；文化委、商务委、旅游委、住建

委等相关部门领导部署了行业消防
安全工作。

春节期间，各类庆祝、娱乐、民俗
活动增多，生产经营、商品流通活跃，
诱发火灾的因素明显增多。区防火
安全委员会强调，各行业部门、各街
道（地区）要持续推进冬春火灾防控、
电动自行车、文博单位等各类专项整
治，着力净化消防环境、提升防范水
平、固化整治效果。紧盯节日保障单
位、节庆场所、商市场、宾馆饭店等人
员密集场所以及文物古建、高层建

筑、易燃易爆、公园景区等重点场所，
节前要开展一次全面检查，彻底消除
不安全因素。

春节期间，各行业部门、各街道
（地区）将加强应急值守，落实“行业
部门领导包单位、街道领导包社区、
社区干部包网格、网格管理‘定岗定
人定责’”的工作措施，组织力量逐个
街道、逐个社区、逐个单位、逐个院
落、逐个楼门开展巡查检查。各级微
型消防站 24 小时值班值守，一旦遇
有突发情况，快速有效处置。

本报讯（记者 庄蕊）近日，记者
从珐琅厂获悉，一年一度的“景泰蓝
皇家艺术庙会”将于2月6日（大年初
二）在北京市珐琅厂开幕，除了展卖
景泰蓝艺术品，还将举办丰富的景泰
蓝技艺学习、体验活动。庙会将持续
到正月十五。

多款新品首次亮相

每年的庙会上，都会推出很多新
品，今年也不例外。珐琅厂新上市的

“粉黛倾城”，色彩大方贵气，每天限
量发售10个。

多种规格、不同花卉的插屏将首
次亮相庙会。有象征国家繁荣和人
民幸福的杜鹃花插屏，还有代表年年

有鱼的鱼插屏。
适逢猪年，珐琅厂推出《“猪”事

大吉》生肖对盘，图案呆萌可爱。“福
猪寓意猪年万事大吉，有福从天降、
宝贵吉祥之意。”设计师李一说。

与非遗大师现场交流

庙会期间，珐琅厂还将举办丰富
多彩的活动。正月初三将举办“与国
家级非遗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零距离唠皇家艺术之景泰蓝非遗公
开课”。区级非遗传承人罗淑香将分
享点蓝技艺，景泰蓝艺术博物馆馆长
于怀平将全程带领参观者领略景泰
蓝的制作工艺和景泰蓝珍藏品。

庙会期间，珐琅厂还邀请了其他

非遗项目参展，包括玉器、老北京糖
画、绢花等。非遗大师将现场表演制
作，市民可以体验非遗技艺，还能与
大师们现场学习交流。

故宫里举办分会场

除了办庙会，春节期间，珐琅厂
还应故宫博物院邀请，“奉旨”回宫过
大年，参加“中华老字号故宫过大年
活动”，故宫庙会也将成为“景泰蓝皇
家艺术庙会”的分会场。

此次入宫，珐琅厂精心挑选了多
件精美作品。有2017年11月8日特朗
普总统夫妇在故宫畅音阁体验点蓝的

《八骏马》周器垒和《国色天香》桶子瓶，
京珐景泰蓝代表作《福寿》周器垒等。

“景泰蓝皇家艺术庙会”大年初二开张

本报讯（通讯员 刘璇）东城区第
一文化馆第 29 届新春游乐会将于 2
月 5 日（正月初一）至 2 月 9 日（正月
初五）每天9：30至16：30在区第一文
化馆举办，活动为期五天。

作为北京市历史最悠久的室
内文化庙会，本届新春游乐会将在
汲取往届经验的基础上，突出节庆

文化特色，精心策划了 10 余项主
题活动。其中，有传承民族艺术的
非遗展览，尽情尽兴的评书快板，
也有热闹非凡的传统花会表演；有
益智动脑的迎春灯谜，也有精彩纷
呈的群众舞蹈大赛；有百看不厌的
老北京皮影戏，也有经典的影片放
映。游乐会力争以门类广、项目精

的活动满足各年龄层人群的文化
需求。

为保证活动质量，区第一文化馆
将免费不免票，游客可凭有效证件在
现场领票入场，也可通过区第一文
化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赠
票。门票每日按照游客流量发送，
领完为止。

东城区第一文化馆新春游乐会大年初一迎客

本报讯（记者 庄蕊）1 月 24 日，
停业三年的北京传统小吃丰年灌肠
在前门大街试营业，吸引了不少老顾
客前来品尝。记者从门店获悉，为了
满足消费者需求，春节期间丰年灌肠
坚持营业。

360斤灌肠1小时卖断货

1 月 29 日，记者在门店看到，前
来购买灌肠的顾客已经排到门外，不
少顾客踮起脚尖往里张望。

10多平方米的门店里，左侧沿墙
摆着两张方桌，右侧明档里，两位厨
师正用刀将整条的灌肠切成小块。
每位顾客购买一块。

门店负责人王红军告诉记者，试
营业期间供应量有限，目前采取限量
购买的方式，每位顾客可以购买两斤
左右。

今年 60 多岁的张女士在报纸上
看到丰年灌肠重张的消息后，一大早
从通州赶来：“老北京人就好这口，买
上两斤够我们一家吃4回。”

开门 1 个小时后，所有的灌肠全
部卖光。王红军计算了一下，两屉灌
肠大约有360斤。

在大门上贴好“售罄”标志后，王
红军开始准备第二天的货。

停业三年后，丰年灌肠的味道和
以前一样吗？王红军告诉记者，重新
开张的丰年灌肠仍采用纯白薯粉制

作，制作工艺和味道与过去一致。

春节期间坚持营业

丰年灌肠自上个世纪在隆福寺
街开店经营，一开就是半个世纪，因
为房屋租赁问题，于 2016 年暂停营
业。2018年年底，丰年灌肠在前门大
街重新选址，今年1月24日开张试营
业，灌肠的零售定价为 22元一斤，现
炸的是20元一盘。

“目前人员和设备尚未全部到
位，门店每天只能蒸两屉灌肠。”王红
军表示，为了满足更多顾客的需求，
春节期间丰年灌肠将坚持营业，每天
10点开始销售。

丰年灌肠销售火爆 春节7天坚持营业

商家促销形式多样 打造春节消费盛宴
本报讯（记者 庄蕊）春节是百姓

一年中消费最集中的时候。离春节
不到一个星期，我区各大商圈、老字
号纷纷推出促销活动，为百姓提供一
场消费盛宴。

商圈活动增添“年味”

王府井举办的“宝猪迎新春 金
街过大年”活动包括除夕团圆宴、唱
响元宵节等板块。1 月 31 日到 2 月 9
日推出的“除夕团圆宴”，主办方联合
了地区众多品牌餐厅以及星级酒店，
推出除夕团圆宴攻略。2 月 7 日到 2
月 20日推出的“唱响元宵节”则联合

地区数十家餐饮及食品商家，以弘扬
中华传统文化、喜迎祖国70周岁生日
为主题，在商家店内开展一系列“猜
灯谜 吃元宵”的传统文化体验活动。

东直门商圈的簋街在区商务委
的牵线下与饿了么合作，提供年夜饭
送到家服务。

老字号促销形式多样

春节期间，各老字号在区商务委
的统筹下推出不同形式的促销活动。

便宜坊旗下各餐饮品牌与农业
银行推出“美食半价”活动：2 月 1 日
至 2 月 28 日期间每周二、周六，消费

者通过农行掌上银行 APP 获取活动
优惠资格券后，前往相关活动门店进
行消费，使用农行信用卡结账可享受
优惠。

1 月底，吴裕泰新品有机茶上
市，此外，花茶、红茶、普洱、大红袍
也适宜春节饮用或送礼。今年吴裕
泰推出了满赠促销、砸金蛋、刮刮卡
等各种优惠活动。

近几年，充满年味的工艺品越来
越受欢迎。春节期间，王府井工美大
厦举办“春节狂欢购”活动，2月19日
前，琉璃、花丝、各类民间工艺品 8
折；猪年萌宠、红包福袋等新上市的
黄金工艺品款式精美。

本报讯（记者 史昕玥）近日，
新世界家园社区党委携手辖区单
位东城区第二文化馆举办了“携手
迎春花满园、同舟前行正扬帆”新
春联欢会。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
联欢还将垃圾分类巧妙融入其中，
引得在场观众纷纷点赞。

联欢会在文化馆选送的乐器
独奏《我要去西藏》节目中开幕，接
着，三句半、太极扇、独唱、独舞、豫
剧等节目纷纷登台。

为增强社区居民对垃圾分类
知识的了解，积极参与到实践垃
圾分类的行动中来，联欢会中间
还特意穿插了垃圾分类宣传环

节。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居民
发放了《垃圾分类投放指引手册》
等宣传资料，并就如何进行垃圾
分类以及分类后如何处理的相关
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讲解，还与社
区小朋友们进行了互动，使居民
们清晰直观地了解垃圾分类相关
知识。

本次联欢会不但拉近了社区、
辖区单位和居民之间的关系，还对
垃圾分类进行了宣传。未来，新世
界家园社区党委将一如既往地做
好各项工作，积极丰富社区居民业
余文化生活，努力将社区建设得更
加美好更加和谐。

本报讯（记者 刘旭阳）春节前
夕，朝阳门街道总工会联合地区工
会成员楚博霖文化传媒公司，为辖
区内坚守在工作岗位的一线职工
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并送上新春
祝福。

朝阳门街道总工会联合工会
会员单位楚博霖文化传媒公司，
邀请专业演员分别来到 SOHO 下
沉广场和朝内南小街菜市场，为
白领员工、市场商户等带来了一
场文艺演出。在朝内南小街菜市

场内，平时忙碌的菜市场变成了
舞台，萨克斯独奏、新民乐独奏、
女声独唱……演员们穿行在摊位
间，不断和商户互动。

“离家10多年了，平时忙，从来
没看过演出，今天能在现场观看表
演还是第一次。”商户王凤英说。

当 晚 ，朝阳门街道总 工 会 还
举办了一场暖心的“年夜饭”活
动 ，邀 请 辖 区 保 安 、环 卫 、物 业
工 作 人 员 一 起 享 受 美 食 ，共 同
庆祝新春的到来。

本报讯（记者 庄蕊）1月28日，
东四街道举办的“倚梅迎春”梅花
展在花友汇创意空间开幕。

红梅、白梅、腊梅……形态各
异、颜色不同的梅花盆景高低错落
地摆放在展示台上，有的含苞待
放，有的已经开出一两朵小花。东
四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参展梅花
约10种，花期正好在春节前后。

除了梅花，花友汇创意空间近

期还增添了几株海棠，红艳艳的花
朵盛开枝头。此外，花友汇成员种
植的水仙花也一同参展，衬托出新
春喜庆气氛。

据了解，花友汇创意空间于去
年11月增添了暖气设备，冬天室内
温度维持在 18℃左右。目前空间
内共有花卉绿植百余种，春节期间
每天9：00-17：00开放，欢迎居民随
时参观。

●东四街道

“倚梅迎春”梅花展亮相

●朝阳门街道

文艺演出搬进菜市场

本报讯（记者 李滢）“您也来逛
咱这社区‘庙会’呀？”“可不嘛，逛
逛！”听说社区“庙会”办在自家门前，
东华门街道台基厂社区 500 余名居
民闻讯而来，迎面相遇的老街坊熟识
地打着招呼。

1 月 28 日早上 9 点，距离社区
“庙会”正式开始还有半小时，各摊
位前早已排起了长龙。在非遗体验
展示区，吹糖人的师傅将一锅熬制
好的糖稀揪出一团揉成球形，拽出
一根细长透气的糖棒向里吹气，并
不时用手调整造型。转眼间，在师
傅的气、手并用下，熬好的糖稀变成
各种“动物”。

因为明年是猪年，所以居民申明
惠特别挑选了一个小猪造型的糖
人。展演区前看看演出，商品销售区
里选选年货，非遗区里尝尝糖人糖葫
芦，游戏区里玩玩滚铁环、套圈，社区
展示区里瞧瞧社区这一年的工作成
果，再到许愿墙前写下自己的新年愿
望和祝福……一圈逛下来，申明惠收
获满满。

“过年逛庙会是老北京的传统
习俗，图的是个喜庆、热闹。我在
这个院里住了 50 年，周围都是老

街坊。大伙儿聚在一起，在自家门
口逛‘庙会’，感觉特别亲切。”申
明惠说。

社区“庙会”场地虽小，内容可
是一点没“打折”。社区通过环境布
置、文艺展演、非遗体验等方式融入
传统文化元素，突出老北京的“年味
儿”。居民还可以“打卡领福”，参加
各项活动并集齐印章，到社区兑换新
年吉祥物。

为了方便居民购买年货，本次社
区“庙会”还专门设置了商品销区，由
社区遴选共建企业、商户参与，供应
商品种类均为居民过年所需的米、
面、油、鱼、肉等。“质量有保证，价格
也有优惠。”郭晓彤说。

社区“庙会”活动多多，同时举行
的南池子社区新春民俗体验会同样
惊喜不断，不仅有“财神”现场赠送新
春福袋，更有年糕、糖葫芦、版画、糖
人、剪纸等民俗文化手工艺传承人带
领居民体验制作，让每一位居民切身
体验、分享民俗文化的甜与美。据
悉，春节期间，东华门街道在各社区
举办新春联欢会之余，先后组织四场
社区“庙会”及新春民俗体验会，为居
民送福。

●东华门街道

社区“庙会”重温“舌尖上的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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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近 年味浓
春节期间，东城区庙会多、活动多，围绕各种消费及游园活动，各部门积

极部署，做好节日期间的保障工作。同时，各街道社区纷纷举办丰富多彩的
年俗活动，增添节日喜庆氛围。

活
动

社
区

●新世界家园社区

垃圾分类行动融入迎新联欢会

●永外街道

在年货大集上购买服务

本报讯（记者 李冬梅）“这酱牛
肉才 40 块钱一斤，可真够实惠的！”
1 月 28日，居民期待已久的永外街道
第七届“居家办年货，喜庆迎新春”年
货大集正式开市，琳琅满目的商品引
得老街坊们一大早就拉着小车来置
办年货。

今年的年货大集汇聚了柴米油
盐、蔬果鲜肉、酒水饮料、春联福
字、家政维修等方方面面的年货展
卖。来子熏鸡、鸦儿李记、马记和铜
牛等深受大家喜爱的知名品牌齐聚
大集。永外地区残疾朋友们亲手制
作的精美饰品也吸引了众多居民的
关注。

免费理发、家政服务、政策咨询
等便民服务台更为有需要的老年人
提供了便捷、贴心的服务。在诚和

敬养老驿站和芙蓉养老机构的摊位
前，居民们不仅能购买到价格实惠
的半成品熟食，还纷纷预订了各种
上门服务项目。“现在这养老机构的
服务真是太方便了，我一口气就订
了拆洗被褥、清洗油烟机、擦玻璃
三个项目。”家住李村的胡东琪大
爷说：“虽然花点钱但是真省不少
力气啊，要不这年岁大了真是干不
动了。”

今年的年货大集不仅参与商
的数量创了七年最高，街道还充分
考虑到封闭式小区中老年人购置
年 货 的 需 求 ，特 别 安 排 了 主 会 场
（天天家园社区东门）和分会场（华
龙美晟广场）两个展区，真正让老
百姓享受到了一站式购置年货的
服务。

本报讯（记者 刘旭阳）春节前
夕，建国门街道首届小年民俗庙会
在干面胡同 41 号热闹开市。庙会
上，糖人、北京绒花、剪纸等各位

“非遗”传承人纷纷“摆摊”亮相，秀
出绝活。

庙会现场，一位位地区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摆摊”亮出看家本领，
秀出自己的绝活。“糖人”传承人一
边用娴熟的技艺吹出惟妙惟肖的糖
人，一边向在场的居民详细介绍着
制作手法；一笔一画，一刀一剪，随
着剪纸传承人巧手下的几个简单动
作，一张张活灵活现的猪年窗花被剪

制而成；地区文化志愿者们还现场创
作春联、福字，画迎春小作，免费送给
辖区居民，向他们送去诚挚的新年祝
福。活动吸引了众多辖区居民和小
朋友参加。

社区建设服务办公室副科长范
小兰表示，此次民俗庙会给辖区居
民打造了一个体验“精神年货”的
窗口，也为正值寒假的辖区小朋友
提供了一个可以学习传统民俗文
化的机会。

随后，在立春日当天，街道还将
举行传统“鞭打春牛”活动，为社区增
加传统年味儿。

●建国门街道

民俗庙会传承民俗文化

本报讯（记者 李冬梅）大红的
窗 花 、焦 香 的 糖 人 、手 绘 的 灯
笼……日前，体育馆路街道在驹章
胡同 43 号楼举办了第二届“微庙
会”，琳琅满目的商品，特色突出的
非遗项目，吸引了辖区居民。

“这不仅把过去的‘庙会’送
进了社区，还把‘非物质文化’大
集办进了社区。”葱店社区居民
姚淑珍高兴地说：“我们小孙子
不光过了嘴瘾、眼瘾，还学到了
不少知识呢。”本届“微庙会”上，
不仅有北京制帽厂、前进鞋厂等
老字号的服装鞋帽以及茶汤李、
启元茶叶、稻香村、六必居、月盛

斋、便宜坊、御膳饭庄等老字号的
食品，还有北京珐琅厂的文玩等
地道“年货”。

“庙会上有适合儿童体验的非
遗文化项目如糖画、面人制作及富
有‘年味儿’的剪纸、画年画、做灯
笼，还有适合成年人体验的品茶、
品酒活动，我们力求让每一位参与
者都能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
力。”活动相关负责人王玉梅介绍
说，为了能够让更多的“上班族”参
与其中，街道还特意将今年“微庙
会”的举办时间选在休息日，让更
多的地区居民能够享受到丰富的
节日活动。

●体育馆路街道

社区“微庙会”主打非遗文化

消
费

医院：提前公示节日期间门诊开放时间
本报讯（记者 李冬梅）春节临

近，区属各医院已经合理安排好门、
急诊力量，提前向社会公示节日期间
的出诊信息。

记者了解到，和平里医院2月4日

至6日停诊三天，7日至10日上午半天
门诊，假日期间急诊室、发热门诊均24
小时接诊。第六医院2月4日、5日休
息，6日至10日上午半日门诊。普仁
医院2月4日至6日全天休息，7日至

10 日上午半日门诊，急诊 24 小时开
诊。东城区第一人民医院2月5日、7
日、9 日全天假日门诊（无专家、推拿
科、骨伤科），2月4日、6日、8日、10日
全天急诊。

永外街道举办第七届“居家办年货，喜庆迎新春”年货大集。 通讯员 刘珊珊 摄春节前夕，和平里街道青年湖社区举办联欢会。 通讯员 罗伟 摄 东华门街道台基厂社区“庙会”上，居民观看吹糖人。 记者 李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