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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门头用上故宫修缮工艺

故宫东华门以东几十米，南北池
子、东华门大街交会于此，三条大街总
长2.1公里，便是此次东华门街道“百
街千巷”环境提升工程的施工范围。

早在 2018 年 6 月，东华门街道
立足前期封堵“开墙打洞”、拆除违
法建设成果，在市、区相关部门的指
导下，经过多轮设计和论证制定了

《南北池子大街街道城市设计导则》
及《南北池子大街街道空间提升规
划》，以街道环境提升十要素为前
提，于 2018 年 10 月启动街道环境提
升工程。

提升工程包括门、窗、墙、檐、
线、管、罩、绿等 27 项主要任务，“其
中最难的，非彩绘门头莫属。”提升
工程施工单位北京建工集团北京市
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陈
宁坤说。

在东华门大街 20 号一处彩绘门
头前，陈宁坤详细介绍了其中的“门
道”——常规的胡同街巷整治中，门
廊、垂花门的彩绘大都直接采用贴画
的做法。考虑到东华门街道的位置，
为使提升后的效果更加符合街区气
质，提升工程果断决定使用民间苏式
彩绘工艺，整条街上 130 余幅图画均
靠手绘，“这是故宫修缮时才会用上
的工艺。”

民间苏式彩绘样式虽不似皇宫
院落般高规格，笔头上的功夫却是一
丝不减，尽管这意味着更长的工期和
更高的成本。完成一座门头大概需
要耗时一周，还要特别注意画面的工
整和颜料搭配，只有具有丰富经验的
画师才能胜任。为此，项目组专程从
四川请来了从业近30年的画师。

保留八成老木门延续胡同味道

虽然紧邻中轴线，三条街巷却各
具特色——东华门大街商业气息浓
郁，南池子大街分布着众多老旧平房
院，建筑风貌混杂，有的外立面修补
与粉刷不符合传统工艺，有的则基础
设施老化，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
这些都要通过提升解决。

南池子大街上一处近百年历史
的老院子门前，居民李先生正在乘
凉。在这里住了 30 余年的李先生
称，以前可是没少受这扇木门的苦。

“上一次维修还是在很多年前，”因为
年久失修，木门油漆斑驳、腐蚀变形，
长年无法关闭，“经常有游客闯进来，
从早到晚吵吵闹闹，还存在安全隐
患。”如今，经过修缮的木门紧闭，在
游人如织的街上独显一份静谧。

“这一樘看似简单的木门，讲究
可是不少。”陈宁坤指着李先生家所
在的院门说，修缮木门用的是古建修
缮中最正宗的“一麻五灰”工艺，一整
套流程做下来至少需要15天。

据统计，此次提升工程共修缮院
落木门 50余樘，仅有 8樘木门是重新
更换的，其余 40 余樘均采取了修复
手段，占木门修缮工程八成以上。“我
们希望通过恢复性修建和保护性修
缮等方式充分挖掘老材料、老构件的
历史价值和实用价值，延续胡同老味
道。”陈宁坤说。

同样是秉承着“修旧如旧”的原
则，旧墙修缮则采用了“掏剔法”——如
果老砖破损不严重，只是表面有些酥
化，就用砖末儿和麻刀灰抹平、勾缝，涂
上无色、透明的砖石保护剂，防止继续
酥化；如果破损比较严重，就将碎砖一
点一点掏出来，用收集的老砖替换上。

北池子新增200余平方米绿地

沿南池子大街一路向北至北池
子大街，记者注意到，提升工程的“匠
心”体现在工程的每一个细节中。防
盗窗的选择在符合仿古建筑规制的
前提下，从样式到颜色尽量丰富，实
现古法与现代审美的结合；新建的西
洋门门头代替了原本破损的花瓦芯
样式门头，更符合院落制门头规制和
街巷的古风古韵。

“提升工程涉及 85 户商铺、80 余

户居民。考虑到每个院落情况不一，
我们在修缮过程中坚持‘一户一策’，
将居民需求与导则、规划相匹配，形
成个性化方案，并及时响应居民诉
求，满足他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
许。”东华门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工
作人员李雷说。

北池子大街两侧以驻街单位为
主，居民院落较少，提升工程以协调
沿线整体风貌、美化提升街道环境为
主。位于北池子大街 46 号的灯市口
小学北池子校区院墙外，此前为某工

程完工后留下的裸地。街道根据学
校及周边居民建议将其改建为绿
地，占地面积 200 余平方米，既减少
了扬尘、美化了环境，又避免了乱停
车现象。

李雷表示，提升工程实现了故宫
周边南北池子、东华门大街物理空间
的改善，下一阶段，东华门街道将探
索建立并完善针对故宫周边占道经
营、广告窗贴、“开墙打洞”等环境乱
象的长效治理机制，巩固提升工程
成果。

南北池子完成提升 再现古街风貌
东华门街道“百街千巷”环境提升工程完工，130余座彩绘图画用上故宫修缮工艺，依照古法修缮50余樘木门

东华门街道

本报讯（记者 刘旭阳）每天早
晚两次，朝阳门街道平房物业的工
作人员会准时驾驶着 3 辆装有 4 种
垃圾桶的垃圾车，挨家挨户分类回
收垃圾。近日，朝阳门街道朝西社
区开始以“四分法”进行垃圾分类，
每天由物业工作人员定点上门回收
垃圾。

分类垃圾回收车定点上门回收

朝阳门街道以朝西社区为试点，
全面实行垃圾分类，每天上午 7 时至
9 时、下午 18 时至 21 时，由平房区物
业工作人员驾驶专业分类垃圾回收
车准时上门回收。

上午 7 时，听到物业垃圾回收
员的哨声，朝西社区居民唐淑云提
着两袋垃圾走出家门，将其中一袋

垃圾放入“其他垃圾”的桶内，另外
一袋垃圾破袋拆开，将里面剩饭和
菜叶等垃圾倒入“厨余垃圾”的桶
内，并将破开的袋子放入“其他垃
圾”桶内。“街道和社区多次向我们
居民宣传垃圾分类知识，我们也从
中了解了垃圾分类的好处，现在我
和我的邻居们都已经真正施行垃
圾分类了，我感觉并不麻烦。”唐淑
云说道。

据悉，垃圾分类工作开始之前，
由街道机关干部、社区工作者、在职
党员、小巷管家、胡同物业、街道侨
联、商会组成的垃圾分类宣传队，在
朝西社区平房区，挨家挨户上门宣传
垃圾分类知识，向居民详细讲解垃圾
分类注意事项，并向居民发放了《致
全体居民的一封信》。信中详细介绍
了生活垃圾如何分类以及平房区物
业分类回收车上门回收的具体时
间。目前，平房区垃圾分类居民知晓
率达到100%。

小院管家服务队助力垃圾分类

与此同时，居民自身的力量也被调
动起来。8月底，朝西社区朝夕小院管
家服务队正式成立。据朝西社区党委
书记于春明介绍，服务队中的小院管家
将带头负责起所在院落的垃圾分类工
作，将作为垃圾分类指导宣传员，向院
内居民宣传垃圾分类知识，帮助居民
进行垃圾分类，讲解垃圾分类窍门。

于春明表示，除了垃圾分类，今
后，小院管家还将按片区，进院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志愿服务活动，打造社区-
小院管家-居民的三级服务模式，充分
发挥朝夕小院管家服务队的带头引领
作用，让社区邻里之间更加和谐温馨。

此外，朝西社区居民何银秀通过
街道举行的培训班，学习了运用厨余
垃圾制作酵素的方法。她把自己做
的酵素分给邻居浇花，并在社区的支
持下，开设制作环保酵素的学习班，
对居民进行培训。

四色垃圾桶“跑”起来 朝西社区“四分法”先行
平房区垃圾分类居民知晓率达100%；朝夕小院管家服务队成立，负责院落垃圾分类工作

朝阳门街道

本报讯（记者 庄蕊）几天
前，崇外街道国瑞城西区社区南
门附近摆了各式各样的破旧桌
椅，不少人以此为据点聊天、打
牌到深夜，影响周边居民休息。
接到投诉后，社区用 3 天时间将
脏乱的露天“聚会区”变成干净
整洁的休闲场所。

实地了解居民需求

“国瑞城西区社区南门有
很多人打牌到深夜，噪音很大，
严重影响周边居民休息。”9 月
2 日，居民刘女士拨通了 12345
电话。

得知情况后，国瑞城西区
社 区 书 记 常 军 带 领 相 关 工 作

人 员 来 到 现 场 了 解 情 况 。 只
见 小 区 南 门 摆 放 着 各 种 各 样
的废旧桌椅，有裂了口子的皮
沙发、破旧的电脑椅，还有老
式 的 折 叠 餐 桌 和 木 制 写 字
台。据了解，这些家具都是小
区居民丢弃的，被人捡拾回来
摆在小区门口，成为露天聚会
区，经常有人在这里打牌、聊
天直到深夜。

“这里没有太多公共座椅，
我们聊天没地方坐，所以才把
椅子搬过来，希望能安装有靠
背的座椅。”有居民现场提出需
求。常军立即联系社区专员张
全利，在她的协调下，9 月 4 日
下午，崇外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李海平主持工作协调会，会同
街道相关部门、国瑞物业、社区
专员以及社区工作人员制定解
决方案：清理废旧家具，同时安
装休闲座椅。

两小时清走废桌椅

9月5日上午，相关工作人员
开始清运南门附近的残破桌椅
等露天可燃物，国瑞物业工作人
员同时安装全新的木质座椅。
两个小时后，脏乱的“聚会区”变
成了干净整洁的休闲场所。

9月6日晚上，记者在现场看
到，不少居民坐在崭新的座椅上
乘凉。“变化太大了，这么干净整
齐，看着就舒心。”一位居民说。

“原来桌椅摆放在消防通
道上，不仅影响环境美观，还带
来安全隐患。现在消防通道通
畅了，更重要的是打牌场所没
有了，扰民问题也随之解决。”
常军告诉记者，除了这处休闲
区，小区里一个常年闲置的小
花园即将变成健身场所，目前
正在征求居民意见，计划“十
一”后动工。

废旧桌椅“当道”接诉两小时清走
同时根据居民需求安装休闲座椅，闲置小花园将变成健身场所

崇外街道

朝阳门街道 7位老人讲述与祖国同岁记忆

9月6日，《我与祖国同岁》展览在朝阳门社区文化生活馆举行。展览采用拍摄VLOG
（视频博客）——年轻人当下时髦的生活方式，通过镜头记录了朝阳门街道内务社区7位
1949年前后将近十年间出生的在地老人对祖国的记忆以及自身的成长经历。据了解，展览
将持续到本月15日。《我与祖国同岁》展厅内，特意回归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空间陈设，一抹
豆绿色的墙裙复古亲切，铁皮玩具，搪瓷盆，老皮箱等一些带有时代印记的老物件，勾起不少
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回忆。 文/记者 刘旭阳 图/朝阳门街道

初秋时分，南池子大街、北池子大街和东华门大街上依旧绿树成荫，放眼望去一片宜人景象——彩绘门头古色古香，经过
修缮的院落木门焕然一新，新增绿植郁郁葱葱……9月伊始，东华门街道南北池子、东华门大街“百街千巷”环境提升工程全
面完成，为中轴线增添了一抹亮丽风景。 记者 李滢

东华门大街彩绘门头。 记者 李滢 摄

装有四色垃圾桶的物业垃圾回收车上街。 朝阳门街道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