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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冬梅）4 月 12 日，北京区县口腔联盟第六届研
讨会暨微创化口腔学术交流会在北京市普仁医院召开。研讨会汇聚
了16家区级医院20位口腔科主任，大家针对各区级医院口腔科发展
空间和存在问题进行讨论。会上，各位专家对普仁医院提出的议题

“区级医院口腔科如何开展合并症患者拔牙以及风险回避”进行了热
烈的讨论。

普仁医院主办口腔联盟研讨会

4月13日

本报讯（记者 王慧雯）4 月 13 日上午，北京市教育系统庆祝新
中国成立70周年“我和我的祖国”爱国主义主题教育“做起来”示范活
动暨区教育系统“同做奉献者”活动在灯市口小学举办。当天，区教育
系统“我和我的祖国”爱国主义教育主题活动同时启动。

在皇城根遗址公园分会场，灯市口小学和 27中的师生通过民乐
演奏、歌曲合唱等，吸引市民驻足，他们还邀请市民一同参与垃圾分
类、保护动物等主题互动游戏，普及环保知识；景山学校的学生热情地
向来往路人介绍容易混淆的花朵品种，还进行了现场植物扦插教学。

区教育系统启动“同做奉献者”

本报讯（记者 王慧雯）4 月 13 日，由区妇联举办的“巾帼心向
党，礼赞新中国”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在东花市街道南里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拉开帷幕。

从 3 月起，区妇联将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为主
线，以“巾帼心向党 礼赞新中国”为主题，组织动员全区妇女围绕

“唱响祖国颂歌、讲好中国故事、写出家国情怀、献礼祖国华诞”四个
主题,开展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激励广大妇女自觉把党的命运、国
家命运同妇女自身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区妇联宣教活动“礼赞新中国”

4月21日

本报讯（记者 李滢）“南北绣艺展”近日在王府井工美大厦开
幕，本月 21日前，市民可通过零距离的观赏对比，领略南北两方不同
地域的风格、绣法差异呈现出的视觉之美。展览期间，消费者们不仅
可以看到“南北对绣”非凡的针法技艺，更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亲临
现场以及苏州市非遗传承人为广大女性消费者量身定制旗袍服饰。

南北绣品“争艳”王府井工美大厦

建国门苏州和崇内片区本月起规范停车
片区内大部分胡同将实现不停车，周边三座停车楼拿出90余车位向居民开放，居民可享优惠价格

“咏园”设计图出炉 6月有望开放
三露厂老厂房将变为非遗主题文创园区，包含非遗家居体验、高端定制、大师工作室等多种功能

养鸽扰民意见大
接诉即办行动快

本报讯（记者 庄蕊）近日，记者
从首创非遗创新发展平台获悉，位于
永生巷4号的全国首座非遗主题文创
园区——“咏园”将于今年6月正式开
园，目前设计图已出炉，工程也进入最
后绿化阶段。

三露厂变身非遗文创园

“咏园”的前身是北京市三露厂，
因为广告词“大宝天天见”而被人们
所熟知的大宝 SOD 蜜，就是三露厂
开发的明星产品。2003 年，三露厂
迁址，大宝化妆品的生产线也彻底告
别了幸福大街。

2018年，三露厂启动招租，首创集
团下属的首创置业中标。按照首创置
业的规划，这里将成为其非遗创新发展
平台的首个示范性园区，今后还将与多
个文创园区联动，实现产业化运营。

多功能空间打造非遗全业态

经过改造，原本普普通通的老厂

房将变为丰富的非遗主题文创园区。
设计图显示，园区由 8 栋小楼组

成，包含非遗家居体验、高端定制、
大师工作室等多种功能。据了解，
首创非遗在改造时并没有大拆大
建，而是在外立面改造和内部空间
的利用上重新规划设计。南楼将
原来的生产楼打造成高端定制、创
新设计的非遗商街；东楼将打造多
功能沉浸式展厅，同时引入首创置
业共享办公品牌“柚子胡同”，让小
微企业更好发展；北配楼将设立首
创非遗体验销售平台“承启造物”；
西楼将打造成非遗生活方式体验
区，引进非遗主题餐饮，推动非遗
走上百姓餐桌，另外还有非遗家居
体验馆，既可以参观欣赏，也接受
个性化定制。园区中央的宽阔草坪
将不定期上演 T 台秀，提供非遗服
饰的展示平台。

大师工作室欢迎市民参观

与许多园区只针对企业办公不

同，咏园希望吸引更多市民游客到园
区参观体验，让非遗渗透到日常生活
之中。

喜欢“打卡”老建筑的年轻人可
到园区百年历史的北楼，这里不仅将
入驻 10余位非遗传承人、设计大师，
设立大师工作室，同时向公众开放，
展示建筑与非遗之美。

去年 6 月，首创置业已与首批入
驻的多位“燕京八绝”国家级非遗传
承人签订了合作协议。后续，还将在
全国范围内遴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入驻。

据悉，作为首创非遗平台的示范
园区，园区将为传承人、设计师、非遗
企业、设计企业等提供教育培训、设
计研发、打样代工、品牌推广、销售拍
卖等一系列服务。纺织车间，平缝
机、烫台等设备能满足刺绣、服装类
产品试制；陶瓷车间，配备全自动电
窑、拉坯机等设备；3D打印车间引入
研发设计企业，以合作模式实现试制
打样……传统非遗技艺将在这里孵
化成产品，向外推广。

近日，家住东花市南里东区13号
楼的居民张女士反映，自己所居住的
小区内有居民饲养鸽子，并且将鸽笼
建在二楼阳台处，粪便、羽毛到处都
是，给小区居民的生活带来严重影
响。为此，记者来到该小区进行探访。

进入小区，记者看到了建于 13
号楼一户居民 2 楼阳台上的鸽笼。
顺着附近居民的指引，记者看到鸽笼
的下面就是小区过道，再向前一点就
是楼前面的一处小广场。周边居民

告诉记者，平时本楼年纪大一点的居
民都会在这小广场晒晒太阳、聊聊
天，但是经常会被突如其来的鸟粪扰
了兴致，笑都不敢张大嘴。

之后的走访中，记者发现该小区
饲养信鸽的居民并不是个例，还有几
户居民也都是在阳台上建起了鸽
笼。住在15号楼的李大爷告诉记者,
养信鸽是老北京人的习惯，但是这种
饲养方法确实很不卫生，鸟粪、羽毛
到处都是，而且天气一热会滋生很多

细菌，招来苍蝇，但碍于邻里情面也
只好忍着。

针对此问题，记者咨询了东花市
街道综合执法队队长许树森，他说：

“目前已组织人力进行清理，并对养鸽
业主进行了走访、约谈，在尊重个人喜
好又保障不给其他居民生活带来影响
的同时，责令其限期将信鸽迁走。其
他几户养鸽居民因家中无人，未能见
面，但我们将继续跟进工作，严防此类
问题回潮，维护整洁的社区环境。”

4 月 8 日，一名网友针对永外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微博引起了区卫
生健康委的关注。这条微博说：“永
外社区医院因为系统问题常常人满
为患，老人们排队挂号就需要 1个小
时。系统很慢，挂号都需要 10 分钟
以上，系统才有反应……”

据区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信
息中心负责人王培花介绍，我区社区
卫生服务信息系统已运行近 13 年，
曾在2018年11月初门诊就诊高峰时
段出现过一过性的系统反应延时现
象。经过升级、改造，2018年 11月下
旬系统运行情况有所缓解。

“依据2019年3月份后台数据量的
统计和观察，系统响应慢的现象大部分
体现在每周一的上午。”王培花介绍，系
统老化问题目前已列入改造计划。

记者从永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两个挂号收费窗口实际发生业务
的数据上看到，4月8日（周一）8时到
9 时的挂号、收费笔数是 60 笔，17 时
到20时仅为8笔。

“我们建议患者错开周一就诊高
峰期，尽量选择周后期以及每天的下
午、傍晚时段。”永外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主任王倩说，病人集中就诊时间段
信息系统的响应会比较慢，一般是在
挂号之后再收费时，系统大约有
20-30 秒的数据加载期，而理想的情
况应该是在 10 秒之内。其实，如果
老人在下午和傍晚时段来开药，基本
可以做到不用排队。

据了解，目前永外地区的常住人
口为 72000 多人，由于天坛医院的外
迁，使得永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门

诊量增加 15%。虽然通过家医签约
服务，居民可以享受预约挂号服务，
但不少老人依然没有预约看病的习
惯，往往会在周一出现集中开药、看
病的就诊高峰。

由于永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前
身是崇文区中医医院，有一些专家长
期在这里出诊，也吸引了不少老年患
者。王倩说：“我们也在计划和老专家
们协调，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争取把专
家的出诊时间往平峰时段调整。”

目前，为了有效缓解周一人多系
统压力大、响应延时的现状，永外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咨询台的工作人员
建议患者，在人多的情况下，先去健
康自测小屋做个免费血压监测，或到
家医工作室请大夫做慢病指导，以减
少排队等候时间。 记者 李冬梅

本报讯（记者 刘旭阳）灰墙青瓦
下点缀着红色窗棂，古色古香的苏州
胡同内，如今没有了道路两侧随意停
放的车辆，显得更有韵味。据悉，建国
门街道本月起开始试行《苏州、崇内片
区停车管理办法》，片区内 19 条胡同
的停车实现规范管理。

停车有了规范区域

走进苏州胡同，道路两侧随意停
放的车辆已不见踪影，胡同道路也显
得宽敞了很多，“现在出门，胡同里没
了车，不仅道儿宽了，也变得安全了，
孩子们在路上玩儿也不用担心了。”一
位苏州胡同居民告诉记者。

据了解，4月 1日起试行的停车管
理办法详细规范了居民停车区域、停
车收费标准及优惠停车收费标准等问
题。规范化管理后，片区内大部分胡
同将实现不停车，并采取多种方式确
保居民共享胡同停车治理成果。

为规范胡同停车，今年 1 月起，建
国门街道就开始组织苏州、崇内片区
居民“三证合一”“两证合一”车主的车
位分配集中摇号。随后，位于内蒙古

大厦南侧、苏州胡同西口的两座立体
停车楼投入使用。“原本只能停约 10
辆车的停车楼占地面积，现在可容纳
30 多辆车同时停放，大大扩充了停车
资源。”京能千方停车管理公司负责人
介绍道。

规范胡同静态交通

与此同时，今年 1 月起，街道还对
胡同内静态交通进行精细化提升，启用
停车管理系统，在内蒙古大厦南北侧、
北鲜鱼巷北口、苏州胡同东口、船板胡
同东口和后沟胡同南口分别设置了五
组停车杆，用于控制出入车流，由京能
千方停车管理公司安排工作人员24小
时值守，非该社区登记的车辆将不得进
入停车管理区域，确因有事必须进入的
社会车辆，则需进行临时出入登记。

此外，在胡同内增设交通标识，规范
施划停车位，移除部分占道设施，增设道
闸，重设护栏等，鼓励更多居民在胡同外
停车，逐步扩大“不停车胡同”范围。

据京能千方停车管理公司负责人
介绍，经与属地建国门街道协调，位于
苏州胡同东西两侧的三座停车楼共拿

出 90 余个停车位向社区居民开放，经
过认证后的居民车主将在这里享受到
每月 300 元的停车优惠价格。社会车
辆临时停放，则按每小时15元收费。

各方配合联合管理

自去年 10 月起，为推进片区停车
秩序管理，街道及社区工作人员便开
始走访居民，听取居民意见，搜集数
据，开展宣传动员工作。

街道成立由社区建设办公室、城
市管理办公室、停车管理公司和社区
工作人员共同组成的工作组派驻苏州
社区，专门负责停车登记和答疑解惑，
并通过微信公众号、报纸、《致居民的
一封信》等途径加大宣传。

近日，为确保停车管理办法顺利
推行，引导广大辖区居民和社会车辆
车主自觉规范停车，街道、社区通过发
布公告、倡议书、温馨提示等方式，劝
离片区内违停车辆，倡议居民遵守停
车管理办法，做到“停车入位”。另外，
联合停车管理公司、平房区物业、交管
等部门，针对片区内不规范停车现象
开展了联合整治行动。 联合执法清理僵尸车。

记 者 追 踪

地点：东花市南里东区

采薇楼
酒店式精品公寓、共
享式试制打样车间

穆清楼
一层：沉浸式展厅
二层：柚子胡同品牌联合办公
三至六层：创新转化平台

蓝绥楼
非遗生活体验
馆、多功能厅

清扬楼
大师工
作室

朝雨楼
价 值 提
升平台

舜英楼
非遗家居体验

九如楼
高端定制、设计师品牌
康养业态，非遗培训平台

琼华楼
承启造物
旗舰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