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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胡同变身不停车胡同
闲置空地规划停车场，130个停车位供社区居民使用

广场舞大赛闪亮金街

随着坐落在胡同口大大的“新鲜
胡同”落地 LOGO 指引走进，胡同两
侧的建筑墙面已经粉刷一新，路边也
装点上花箱，为胡同增添了亮丽色彩。
胡同西口的绿地则以“古建园林”为
灵感进行了升级改造，增加太湖石和
木质廊架，既为居民提供了活动休息
空间，也让胡同环境焕然一新。

近日，新鲜胡同居民又惊喜地发
现，原本在胡同里停放的车辆不见了
踪影，道路一侧也增加了人行道护栏，
新鲜胡同变身成为朝阳门街道首条不
停车胡同。“胡同里没有了停车，感觉
变得又干净又敞亮，我们在这里住着
也舒心。”新鲜胡同居民金阿姨说道。

空地变社区停车场

走进新鲜胡同，位于胡同中间位
置的一处闲置空地，如今已规划好停
车位，门口安装上智能升降杆，并且
有了专人管理，变身成为社区临时停
车场。该停车场共规划出130个停车
位，供新鲜社区居民使用。

“这块裸地一直因为种种原因闲
置着，我们就想着能不能将其改造成
为社区停车场，以改善社区停车难
的现状，实现停车资源使用的最大
化。”新鲜社区党委书记皮蓓蓓介
绍，社区联系了裸地的所有者，经过
多次沟通和协商，裸地所有者同意

将其改造为社区临时停车场，协商
使用期限为3年。

9月中旬，社区临时停车场改建完
成。同时，街道委托开发商聘请了专业
停车管理公司对停车场进行日常管理
和维护。居民张先生表示：“之前每天
下班回来，停车是个特别头疼的事儿，
因为没有固定停车位，每天找位置停车
都特别困难，有时候在小区里转了一圈
却发现只能停在小区外面，特别麻烦。
现在建的这个新停车场，确实方便了许
多。还有专人管理，也很放心。”

拓展辖区停车资源

“停车难”一直是困扰着新鲜社
区居民的大问题。皮蓓蓓介绍：“街
道和社区为了解决居民停车难题，一
方面挨家挨户走访居民，了解居民停
车需求；另一方面发掘辖区可利用资
源，来缓解部分居民停车问题。”

据了解，2018 年，朝阳门街道在
与银河 SOHO协商后，在银河 SOHO
地下停车场为新鲜社区居民协调出
30个停车位，供社区居民错峰停车。

“但错峰停车对于居民来说其实
不是很方便。因此，我们在2019年继
续协调，将错峰停车协调为24小时停
车。”皮蓓蓓说，截至目前，银河 SO⁃
HO 停车场共有 120 个车位供社区居
民24小时停车。

皮蓓蓓表示，社区将继续进行多
方面洽谈，帮助居民找到更多的资
源，缓解社区内停车位不足的问题。

规划胡同通行时间

9 月 15 日，新鲜胡同开始实行不
停车。新鲜胡同居民也感受到了胡
同的新变化——原本停在胡同里的
车辆已经全部开走，胡同道路也做了
人车分流，车辆单行自西向东通行，
并且加装人行道护栏，将行人与车道
隔开，居民穿行胡同也更加安全。

胡同里的新鲜胡同小学就坐落
在社区临时停车场东侧，胡同试行不
停车后，学校和居民向社区反映，学
校上下学时间，人流量较大，单向行
驶的车辆可能会对孩子的安全有一
定的影响。于是，社区立刻召开居民
会商议，决定将上午 7 时 30 分至 8 时
30 分及下午 2 时 30 分至 3 时 30 分，即
学校上下学共两个小时时间内，禁止
车辆通过，而停车场需要开出的车辆
则从胡同西侧开出，避开东侧学生，
最大限度保障学生安全。

据社区临时停车场管理员介绍，
除了在停车场门口、胡同口加装标牌，
提示通行时间外，停车场门口两侧还
安装了两个凸面镜，方便司机在开出
停车场时，注意避让胡同两侧行人。

“停车场改造及推行胡同不停
车，是整体环境提升的重要内容。”朝
阳门街道办事处主任李焱表示，下一
步，新鲜社区将进行封闭式管理，实
行刷卡进出社区，同时规范社区内部
车辆行驶路线，进一步提高社区内的
车辆通行效率和社区安全性。

记者 刘旭阳 文并摄

●身份：前门街道居民

尹靖茹【讲述人】

●年龄：71岁

在前门街道及各社区的文艺演出中，总能看到“芦草诗社”社员们的
身影。他们在舞台上，用最真挚的声音歌颂社区美好生活，用最自信的姿
态展现当代居民文明风采。“我们热爱朗诵，这些诗歌也帮助我们用更加
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发现生活的美好。”社员尹靖茹由衷地说。

从诗歌中获得感悟和爱

我们最开始只是几个喜欢朗
诵的邻居们聚在一起的一个朗诵
班，后来街道倡导全民阅读，也为
我们邀请到了专业的朗诵指导老
师，来给我们讲解基本的发音技
巧、朗诵诗词时如何更好地抒发
感情，以及朗诵过程中需要注意
的停顿等一系列朗诵知识。

渐渐地，越来越多志同道合
的朗诵爱好者加入我们，朗诵班
也在去年重新命名为“芦草诗
社”，社员由最开始的几个人，发
展到现在将近20人，还有不少其
他街道的朋友加入我们。

除了参加诗社举办的朗诵
活动，社员们还自发组织起来，
定期去前门养老照料中心，为那
里的孤寡老人阅读报纸、朗诵诗
歌，把我们从诗歌中获得的感悟
和爱传递给他们。

探索不一样的诗歌朗诵方式

每个月，我们都会围绕诗社
拟定的主题进行排练。有的社
员会自己创作，也有社员从书上
或网上搜寻相关作品，再根据自
己对社区的建设和身边环境变
化的理解，对诗歌加以改编。

起初，我们准备好诗歌之
后，就在街道的图书馆里一起诵
读、讨论。后来，我们也开始探
索新的朗诵方法。我们开展了
以“胡同”为主题的朗诵活动，大
家就把朗诵的舞台搬到了胡同
里，在这样真实的环境里进行朗

诵，更能够激发大家对诗歌深层
次的理解。

有时候，为了找到一条合适
的胡同背景，社员们几乎跑遍了
整个社区。为了录音时能够更
清楚地收音，我们一般会在早上
六点多钟人少的时候来到胡同
里录制。一次读错音、一点不太
满意的收音，我们都会从头再
来，一个满意的作品可能会录制
四次、五次。社员们也从来没有
怨言，因为作品中饱含着我们对
家园的热爱，大家都希望能把作
品做到最好。

诗歌让我们更加热爱生活

疫情防控期间，诗社的线下
活动没有办法开展，但是大家创
作和朗诵的热情仍旧未减，我们
就探索出了线上活动方式。大
家通过手机微信群，把自己在家
中练习录制好的作品分享到群
里，一起探讨朗诵中的问题，促
进共同进步。

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大家都
看 到 了 社 区 工 作 者 的 艰 辛 付
出。我们创作了不少展现社区
工作者以及全国人民共同抗疫
的诗歌，以表达对他们的敬意。

有的社员因为要在家中帮
助带孩子，不能常参加线下活
动，但是每月的主题朗诵，都会
将自己抽空练习的作品上传分
享；社员们要录制一个朗诵作
品，从挑选作品、选景到着装、配
乐，都会一起商讨决定，大家也
乐在其中。

初见尹靖茹时，她正戴着老花镜，坐在前门图书馆内的阅读台前，认
真熟悉手中的诗歌作品，为近期的一场朗诵比赛做准备。只见她不时用
笔标注朗诵时需要注意的断句和音调，一会儿又起身，轻声练习。“老师
让我在朗诵中注意自己的面部表情和动作，我需要在台下多加练习。”她
说道。71岁的尹靖茹已经是诗社“元老级”的社员，对朗诵和诗歌的热爱
让她一直坚持至今，“每每看到社区的面貌日新月异，人们的生活越来越
好，心里就有很多话想说，我想用诗歌的形式把这些话写下，朗诵出来，
抒发我对现在美好生活的热爱”。 记者 刘旭阳 文并摄

记者手记

诗歌诵读出美好生活

助力爬楼服务惠及行动不便老人
本报讯（记者 刘旭阳）老楼没有

电梯，下楼不便成了困扰不少行动不
便老人的难题。2016年，东城区残联
推出上下楼接送及无障碍福祉车出
行服务，即东城区无障碍康复巴士摆
渡服务项目，为老人提供下楼、出行
服务。今年，该项目新增助力爬楼服
务，为老人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

据了解，东城区无障碍康复巴士
摆渡服务项目由北京玉蜓养老助残服
务中心承接，已经提供服务上万次。

玉蜓养老助残服务中心副主任
解斌介绍，该项目刚推出时，主要针
对残疾人，重点保障肢体一级、二级

残疾人的需求。从去年开始，服务对
象逐渐扩大到失能、半失能老人。今
年，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将助力爬
楼服务也纳入其中。“这是根据前几
年服务经验，工作人员发现的一个需
要完善的环节。”解斌说，据统计，在
接到的预约服务需求中，有 20%左右
的人有帮助上下楼的需求。为此，服
务中心购买了一个爬楼机，可以将轮
椅直接挂到机器上，残疾人不需要挪
动身体就能直接上下楼，每上下一
层楼只需一分钟左右。

除了增加爬楼机，玉蜓养老助残
服务中心还定制了两辆车，并加装了

轨道和升降系统。有了这些装置，老
人直接坐在自己的轮椅上不用再移
动，就可以很方便地上车、下车，“车
里我们也保留了一排座位，能从轮椅
上活动的老人，还可以坐到车上”。

“今年，我们在这个项目上已经
投入 16 万元，最近几年累计投入 50
多万元。能提供的服务量也是逐年
增加的，前些年服务人数是 1800 人，
去年和前年，服务人数已经增加到
3800人。”区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已经将助力爬楼服务纳入到无障
碍预约服务中，今后也将继续推广，
解决特殊群体的出行困难。

新鲜胡同实行胡同不停车，道路人车分流，安装人行道护栏。

停车场规划130个停车位，供社区居民使用。

10月15日，东城区第八届广场舞大赛在王府井大街举办。 记者 李冬梅 摄

朝阳门街道

本报讯（记者 李冬梅）10 月 15
日，东城区创建国家全民运动健身模
范区系列活动——“魅力王府井 活
力新东城”东城区第八届广场舞大赛
在王府井大街举办，来自各街道的 17
支队伍、350余名队员参加比赛。

本届大赛由各街道通过预选赛
层层选拔，精选出 17 支优秀队伍参
加比赛。大赛全部为自选套路比赛，
参赛队员们虽大部分已不再年轻，但
个个舞姿灵动、神采飞扬。从个性活
力的时尚健身操到极具特色的民族
舞蹈、再到欢快热烈的秧歌扇子舞，
参赛队员们热情洋溢的笑容、轻盈优
美且动感十足的舞姿吸引了众多群
众、游人驻足观看，掌声、叫好加油声
此起彼伏。当天的比赛，俨然成为王
府井大街最耀眼的一道风景。

大赛现场引入时下流行的网络
“视频直播”和“图片直播”系统，利用
视讯方式进行网上现场直播，声形并
茂、真实快速地记录现场瞬间，并即
时传送分享，大大激发了百姓的参与
热情，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和成就感。

在全民健身热的当下，广场舞已
成为引领健康文明的流行方式之一，
是中老年朋友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喜爱的群众文化活动及健身方式。
今年的比赛创新了赛事形式，进一步
融合“体育+健康”“体育+文化”的大
众科学健身理念，将比赛地点设置在
北京地标王府井大街，走进时尚商
圈、文化广场，吸引更多的广场舞及
健身爱好者参与，有效扩大健身人群
和王府井大街的影响力。而“东城区

广场舞大赛”的举办也是王府井步行
街北段开街以来，继“文创市集”“外
贸商品大集”“艺术+超级街区”等文化
艺术类活动后的又一重头戏，充满活
力与激情的舞蹈再次为王府井步行街
北段注入了新的街区活力。未来，王
府井步行街北段区域还将通过持续举
办篮球赛、广场舞大赛等丰富多彩的
活动，全力打造集运动休闲、文化艺术
展示等功能为一体的“活力中心”。

在本届广场舞大赛中，东直门街
道新中街社区 DJ 炫舞团等三支队伍
获得一等奖。东城区体育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我们通过广场舞品牌赛
事的开展，倡导科学健身理念和生活
方式。未来，东城区广场舞的发展将
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为构建多元化
社区体育服务体系起到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