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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特别报道

天坛街道深入推进天坛周边综合环境整治，持续推动城市治理、经济建设、民生改善等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

古建景观日渐完整重现“坛根儿”名片愈发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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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肩担正义的“胡同一姐”

贯穿北京城南北，7.8 公里长的
中轴线是老城的脊梁和灵魂。作
为世界文化遗产，位于中轴线南端
的天坛是我国乃至世界现存规模
最大、形制最完整的祭天建筑群，
其宝贵价值自不必言。助力全国
文化中心建设，北京加快推进中轴
线申遗保护，天坛是其中一处重要
遗产点。

展开一张明永乐年间始建时的
天坛地图，其建筑布局整体呈“回”字
形，由两重坛墙构成内坛、外坛两大部
分，北圆南方，象征天圆地方。然而，
伴随城市化进程，天坛的格局发生了
变化。“天坛原本占地面积约 273 公
顷，在历史进程中，内、外坛部分区域
长期被一些单位、民居占用，尤其是正
南、东南、西南‘三南’区域，最多时被
侵占达 90余公顷。”天坛公园遗产办
公室吴晶巍说。

“三南”区域，以居民楼为主，均
隶属东城区天坛街道。天坛街道地
形特点比较特殊。“整个区域环绕着
天坛公园，简易楼、平房区、老旧小
区等各种历史阶段的楼栋都有。”天
坛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天坛南门、
西门外，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
57 栋灰白色老楼，曾是首都功能核
心区最大的简易楼群。

“一家三口挤在 20 多平方米的
小屋子，卫生间、厨房和邻居共用，
部分楼体酥化开裂。”回忆过去 40
年的生活，宋金英恍如隔世。而
宋金英家所在楼的后身，就是天
坛的内坛墙，楼体的钢筋水泥紧
贴着坛墙，原本的古朴风貌面目
模糊。

2015 年，核心区最大简易楼腾
退项目启动，涉及 57 栋 2400 余户居
民，成为天坛街道工作的重点。经
过多年前期工作，天坛东门外，天
坛东里北区 1 至 8 号楼简易楼也启

动腾退，涉及居民 170余户。
天坛周边简易楼腾退在全市

范围内首次全过程公开管理，征收
补偿标准“一把尺子量到底”，房屋
面积、补偿方式、签约情况等信息
全部实时公示，居民随时可以查
阅。2016 年起，包括宋金英一家在
内的 2000 余户居民们，陆续告别危
楼，搬进了安全宽敞的新居，“完
善的厨房卫浴，周边学校、超市、
小花园一应俱全，变化可以说是
翻天覆地！”

简易楼腾退，无论对天坛街道
的老百姓，还是遗产保护，都是过
去 10 年中的一件大事儿。居住环
境变了样，简易楼陆续拆除，2018
年，天坛公园修缮了公园西南侧的
广利门以南至昭亨门、昭亨门以东
119 米处内坛墙，修缮面积约 704 平
方米，被遮挡了半个多世纪的坛墙
终于露出真容。2020 年，天坛东里
北区 1 至 8 号楼拆除后，原址建起
7600 平方米的街边公园，形成自然
式混交林，重现历史上天坛外坛的
郊祀景观。

眼下，天坛内外坛之间，北京口
腔医院等单位均在腾退搬迁计划
中。腾退后，这些区域将恢复历史
风貌，同故宫、景山、正阳门等一同
助力中轴线申遗。

天 坛 的 古 建 景 观 日 渐 重 现 ，
历史文脉不断丰厚，这颗中轴线
上闪耀的明珠，将永葆魅力、惠泽
百代。

背街小巷精细化再提升
擦亮“坛根儿”文化新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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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共享有成果 长效管理有后续
“我们这老旧小区改造以后，

环境真是大变样。”不久前，天坛街
道永内东街东小区迎来了新的名
字——昭亨雅苑。这个优雅时尚
的名称，是通过在居民群众中广泛
征集，最终在居民议事会上由居民
代表们选出来的。

记者在小区门前发现，以前随
意进出的小区已经实现了全封闭、
智能化管理。“您是访客，只要把身
份证放在门禁上，它就开门了。”测
温、扫码、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后，在保安员的提示下，记者将身
份证贴在门禁上，屏幕上立刻显示
出了人名，栅栏门也应声开启。

通过昭亨雅苑的门禁系统进入
小区内部，优雅整洁的环境映入眼
帘，楼体的主色调与古都色彩基调
十分契合。规范化的车位，使乱停
车现象得到缓解。新建成的便民自
助洗车站，方便居民就近洗车。在

本次改造中增设的智能充电柜，有
效解决了非机动车充电难的问题。

“我们家是这个小区的老住户了，谁
能想到住了几十年的老小区还能享
受到现代化的服务。”居民辛胜景高
兴地说，“如今生活在昭亨雅苑，真
是太幸福了！”

天坛街道立足片区实际，以社
区凸显的实际问题和居民迫切需
要为切入点，统筹各方资源力量，
加强辖区老旧小区人居环境整治，
切实解决老旧小区的基础设施薄
弱、物业管理缺失等问题。

“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昭亨
社区党委、居委会定期召开进度会，
向居民宣传施工进度和下一步施工
方向，从而达到多方联动相互配合，
同时也积极采纳居民提出的合理建
议，提高居民的参与度。”昭亨社区
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焘说。

小区改造提升后，社区成立了

花友会等居民自治组织，打造了爱
墨斋书社、舞蹈队、织爱编织社、青
少年书法班等社区社会组织，在各
项社区文化活动中促进居民与社
区、与物业的融合度。

为维护综合整治的成果，在物
管会的牵头组织下，引进新的物业
公司与物管会签订物业服务合同，
按照物业服务一级标准提供安全
防范、绿化保洁、停车管理、维修维
护等服务。物业公司采取“先尝后
买”的方式开展试运行服务，物业
服务缴费率不断提高，实现了“政
府补一点、企业让一点、居民出一
点”的共赢目标。

“不仅要改得好，还要后续管得
好。”天坛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街
道将不断完善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
作模式，提高居民主人翁意识，推动
形成街道、社区、物业和居民多方共
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格局。

党中央、国务院日前作出决
定，授予 397 名个人全国“人民满
意的公务员”称号，东城区天坛街
道司法所所长罗胤位列其中。

罗胤扎根基层 20 载，以出色
的工作能力、情系群众的高尚情操
和无私奉献精神赢得了群众的信
任和赞誉。在天坛周边简易楼腾
退等重点工程工作中，她坚守司法
底线，先后达成调解协议近百份，
涉及房产 100多套、金额近 3000万
元；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她
不畏艰苦，从冰雪严冬到炎炎夏
日，从遭受指责谩骂到得到理解支
持，日益蹒跚的腿却始终不停；在
北京冬奥会前夕，她忍住病痛，带
领司法所工作人员不辞劳苦、连续

奋 战 ，确 保 了 地 区 安 全 万 无 一
失……

承租人黎某某在法院下发强制
执行通知书时情绪异常激动。因无
法平衡再婚妻子与两个同父异母儿
子之间的利益分配，黎某某签约完
毕却迟迟不办理交房手续，家庭矛
盾一触即发，血浓于水的亲人甚至
一度大打出手。罗胤隐约感觉到黎
某某一家其实还是有接受安置补偿
意向的，于是，带领调解和公证团队
连续工作十个小时，逐项帮他们分析
了补偿方案，并结合黎某某的赡养纠
纷，平衡各方权责，对奖励房源及结
算款给出了最合理的分配建议，最终
黎某某一家在强制执行当天凌晨达
成一致意见，搬出了拆迁房。

罗胤积极创新方式方法，联合
东城区人民法院在街道成立“诉调
对接工作站”，为群众提供人民调解
和司法确认“一站式”服务，让居民
少跑路、不花钱、办大事，将矛盾纠
纷解在基层、化在萌芽；将防疫工作
与本职工作相结合，在街道微信公
众号推出“法律答疫”普法连载，用
法律法规和实际案例引导群众积极
配合疫情防控工作，依法维护个人
权益；组建“疫情防控法律志愿服务
团”，助力辖区中小企业复工复产。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真诚
信仰，司法的公信源自人民的内心
信赖，罗胤用实实在在的改革举措
和担当意识，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
平正义的阳光普照。

街道高质量发展

加速“崇文争先”
做实“六字文章”

秋天的北京，正逢色彩斑斓之时。位于中轴线上的天坛，庄严静谧。外坛内侧，7600平方
米的街边公园里，国槐成荫、泡桐蔽日、蔷薇绚烂、行人惬意休闲。这里原址是一大片简易楼
——天坛东里北区1至8号楼。东城区对其完成腾退，居民生活条件得到改善的同时，历史上
外坛的郊祀景观重现，被遮挡了半个多世纪的部分天坛坛墙露出真容。这是天坛街道深入推
进天坛周边综合环境整治，持续推动城市治理、经济建设、民生改善等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的
一个缩影。 文/记者李冬梅 图/天坛街道提供（本版图片均为资料照片）

日前，天坛街道党工委获
评东城区“三级联创”“五个好”
街道党工委。新时代新征程，
天坛街道将如何继续创先争
优？本报记者对话天坛街道工
委书记吴笛，就相关问题进行
了访谈。

记者：天坛街道将如何进
一步推动城市治理、经济建设、
民生改善等工作？

吴笛：天坛街道将稳步推
进“疏整促”工作，将泰元社区
东里北小区打造为物业管理示
范小区，升级改造 12 个垃圾分
类驿站、34 个大件和装修垃圾
投放点。持续推动背街小巷精
细化提升，开展西草市街南段、
东晓市街环境整治。

同时，进一步完善街道经
济工作体制机制，摸清产业资
源家底，为 11 栋商务楼宇和
111 家重点存量税源企业配齐
配强楼长和企业服务管家团
队。在元隆大厦打造中小微
企业服务阵地，吸引优质企业
入驻。

落实民生各项惠民政策，
稳步推进“双减”落实到位。不
断优化接诉即办工作机制，实
行精细化办理，推动街道社区
形成办理合力。

记者：天坛街道如何落实
“崇文争先”理念？

吴笛：天坛街道以“有可比
性指标争第一，无可比性指标
创一流”的劲头，在进一步推进
天坛周边综合环境整治基础
上，充分挖掘天坛地区文化资
源，开展系列文化活动、做好文
化传承，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
务创新空间。

在丰富公共文化服务内容
的基础上，持续推出“春演”“夏
唱”“秋舞”“冬讲”系列文化品
牌活动，深度挖掘地区文化特
色，线上线下多种形式丰富群
众文化生活、提升群众文化鉴
赏力。天坛街道昭亨书香社区
作为东城区唯一一个书香社
区，为广大居民打造了集阅读、
娱乐、休闲等功能为一体的多
元化“悦读空间”，创新“读书存
折 ”方 式 激 励 居 民 培 养 阅 读
习惯。

未来，天坛街道将持续推
进“坛根儿巧艺”品牌项目建
设，打造坛根巧艺——疏渠记
碑——非遗博物馆文化探访
路，形成一批网红打卡地，打造
街区古迹文化与经济发展互促
共进的良性发展模式，擦亮“坛
根儿”文化新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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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坛祈年殿天坛祈年殿。。

金鱼池回迁纪念活动金鱼池回迁纪念活动。。 二十四节气柱公园扮靓永定河畔二十四节气柱公园扮靓永定河畔。。 天坛街道举办广场舞大赛天坛街道举办广场舞大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