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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起老城保护历史使命 全面增强文化影响力
“敬”字文章全面落实“崇文争先”理念，做实出彩“六字文章” 之

擦亮历史文化金名片
重塑古都风貌壮美空间秩序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党的二
十大报告提出，加大文物和文化
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
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近年来，东
城区加速“崇文争先”，以中轴线
保护为契机，持续推进老城复
兴，先后完成社稷坛、太庙、皇史
宬等一批重点文物腾退，推动城
市水系、历史建筑和传统四合院
民居整体保护，守住老城文脉、
肌理、底色和气质，老城的壮美
空间秩序逐步得到恢复。

登上鼓楼四面环望，北中轴
线风貌尽收眼底。当前，钟鼓楼
周边 16.59 公顷范围内街巷第五
立面修缮、公共空间环境提升、
街巷建筑立面恢复等工作成效初
显。改造完成后，将会重新唤起
对老北京的文化记忆，保持历史
文化街区的生活延续性，打造展
现中轴魅力和北京市井文化生活
的精华区。

在疏解、修缮、更新中，中轴
线和北京老城一起，迎来新生。
东城区城管委主任王品军表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
路，要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
保护传承。“面对东城区丰厚的
历史文化‘家底’，我们在环境建
设实践中始终坚持保护城市空间
整体性、传统风貌原真性、历史
文脉延续性。下一步，我们将以
中轴线保护为牵引，着力强化环
境整治提升和长效管理，保护历
史风貌、传统建筑、地名文化和
古树名木，推动历史文化和现代
生活融为一体、交相辉映。”

据了解，2023 年，东城区还
将启动鼓楼东大街环境整治提升
项目二期改造工程，提升设计定
位于“京潮流转、后市长街”，将

对宝钞胡同至交道口路口沿线的
人行步道、公共空间等进行提升
改造，努力打造“闹街静巷，鼓韵
共赏”、具有老北京特色和带有
鼓东印记的文化街道。

伴随老城复兴的深入，东城
区统筹做好街区更新和民生改善
工作，街巷整治逐渐向街区更新
发展、从“面儿”到“里儿”深化，由
街巷向两边拓展、向院落延伸。
在保护性修缮、恢复性修建等措
施下，一些老胡同、平房院如今变
了样，不仅保留了胡同的“京味
儿”，而且提升了居住品质。

梳理地下管网、推行雨污分
流、推进“厕所革命”，实现基础
设施全面升级；开展“电采暖”和

“全电厨房”改造，引入平房区物
业，让居民用上清洁能源，生活
更加舒适便利；按照一院一策原
则推进“美丽院落”建设，在保留
院落古朴风貌的同时，提升群众
生活品质……东城区坚持规划引
领，高标准推动环境亲和力提
升，以“绣花”功夫开展街巷微治
理，提升街区的风貌，改善百姓
的生活，守护古都的文化，实现
环境精致净美、城市舒朗宜居。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提高
治理水平，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管养，积极推动城市更新。我
们将‘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
民城市为人民’，以此作为做好
首都核心区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围绕深化落实核心区控
规和‘十四五’规划，将重大活动
保障、提升城市运行安全、优化
环境品质、深化交通治理、推进
垃圾分类等为抓手，采取更多惠
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
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高人
民生活品质，推动核心区高质量
发展。”王品军说。

做好“敬”字文章 让文化文明润化人心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在精神文

化方面日益增长的需求，让百姓共
享文化发展成果，始终是文化发展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二十大
报告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
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重要论
述，这为我们今后推动文化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东城区文
化和旅游局副局长俞浩说。

文化是东城的特色和优势，公
共文化建设是东城文化的基础，是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第二
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近年来，东城区广泛开展基层公共
文化设施社会化运营实践，同时在
实践中总结提炼经验，出台了进一
步促进公共文化设施社会化运营
的“1+6”政策文件，树立了公共文
化设施社会化运营系统性谋划、整
体性推进、全过程管理、创新性发
展的标杆，打造了公共文化设施社
会化运营的“东城样板”，发挥了新
时期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高质量
发展方面引领示范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强调‘现代’，对文化惠民
工程着重‘创新’，既为我们做好文
化服务指明了方向，又为我们做优
服务品牌增添了动能。”角楼图书
馆负责人、副研究馆员马宁深有感

触地说。
不久前，角楼图书馆迎来了五

周岁“生日”。作为老北京的地标
性建筑，其修复工程是东城区历史
文化保护工作的一项重大举措。
东城区以“阅读+老北京文化传承”
的全新理念，将角楼打造成从形式
到内容都区别于传统样态的现代
特色图书馆，一方面，以“阅读”与

“传承老北京文化”相叠加的全新
理念开发出了系列品牌活动。另
一方面，通过优化空间功能布局，
使其成为一个彰显北京特色，集阅
读服务、文化展览、文化传播、文化
交流等多功能、多业态于一体的高
品质新型文化空间，连续两届荣获
北京网红打卡地。

五年来，角楼图书馆共接待读
者 32 万余人次，举办 1363 场线下
活动，参与人数近 16 万人次。马
宁表示，角楼图书馆将在未来的工
作中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围
绕老北京的人和事开展各种特色
阅读活动，走出一条“最北京”的阅
读之路，让公众能够享受到更加丰
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景。走
进东城这片五次蝉联“全国文明城
区”荣誉称号的热土，随处都能感
受到这里的独特魅力。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东城区以文明实践汇
聚前行力量，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17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168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扎实引导
群众踔厉奋发新征程；广泛开展

“喜迎二十大 发展看东城”主题
参观寻访活动，设计并推出古都之
韵、中轴之脉、博物之美、胡同之
境、生活之悦等五条参观线路，在
全区营造团结奋斗、自信自强、国
泰民安的浓厚社会氛围；推出系列
重磅文艺作品，用胡同故事弘扬时
代精神、用基层实践彰显时代风
貌、用微观视角串联时代发展；开
展先进模范学习宣传活动、群众性
文化和教育活动、网上主题教育活
动，传播文明理念、普及文明风尚。

“党的二十大有关精神文明建
设的重要论述是做好新时代文明
城区创建工作的基本遵循和行动
指南，我们要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贯
彻到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
建的全过程，夯实全时、全域、全
民、全面的‘四全’创建工作格局，
建设并用好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工
作指挥决策系统，高标准、常态化
推进文明城区创建任务落实落地，
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区。”东城区
委宣传部创建科科长王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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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文化+”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新格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现

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实施
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作
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核心承载
区，近年来，东城区持续推动文化
领域扩大开放，将“文化+”创新融
合发展作为推动东城高质量发展
的特色优势，积极培育“文化+科
技”“文化+金融”“文化+商业”等
融合发展模式，持续将文化“软实
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城市“硬实
力”，取得了显著成效。

今年 9 月，东城区正式发布
“故宫以东”共创计划，以推进文旅
与其他产业跨界融合、协同发展，
催生新业态、延伸产业链、创造新
价值为目标，通过实施七大子计
划，培育“文化+”新生态，孵化优
质文商旅创新融合项目，进而以科
技创新和数字化变革催生新的发
展动能，加快推进文化和旅游发展
理念创新、业态创新、服务创新、模
式创新、管理方式创新，促进区域
文旅产业与文旅消费提质升级。

东城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
马庆军表示：“要继续发挥好东城
区的资源优势，坚持创意驱动、美
学引领、科技赋能，深入实施‘故宫
以东’共创计划，运用品牌聚合效
应建构联结，打造跨界融合的‘强
磁场’；聚焦‘年轻世代’兴趣特点

搭建矩阵，形成品牌传播‘超链
接’；突出文化现代解读设计产品，
增强区域文化的认同感，打通线上
线下文旅新空间，培育文旅新业
态，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推动文
旅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
平上深度融合，这是我们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推动文化与城市协同
发展、双向赋能的题中之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以
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
深度融合发展。我们有信心依托东
城区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禀赋和全
国领先的公共文化服务配置，营造
出更多、更广的新时代高质量消费
场景，构建‘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新
格局，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为首都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助力。”

“故宫以东”文商旅联盟轮值主席、
嘉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总裁、
嘉德艺术中心总经理寇勤说。

东城区文化企业众多，文化创
意氛围浓厚。2019年底，东城区获
得文化和旅游部、中国人民银行、
财政部批复，成为首批国家文化与
金融合作示范区的创建地区。创
建示范区以来，东城区积极创新文
化金融合作机制，构建了活力充
沛、竞争充分、内生动力强劲的文
化金融促进体系。东城区围绕文
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国家

文化与金融合作示范区创建，在全
国率先成立3家示范区支行、认定8
家文化金融专营机构，发布“文化
英才贷”“非遗贷”等创新文化金融
产品，实现北京“文创板”落户，设
立文菁“文化+”产业基金，形成“文
化+金融”的“东城模式”。

今年以来，国家文化与金融
合作示范区服务中心发挥北京

“文创板”平台优势，为东城区企
业举办各类活动共计 32 场，其中
银企融资对接活动共计 19 场，参
会企业 1000余家。截至 2022年三
季度，驻区文化金融特色机构服
务北京地区文化企业 971 家，贷款
余额超 118.68亿元。

东城区文促中心主任李嘉表
示，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完善文化经济政策，高水平完
成国家文化与金融合作示范区验
收工作，打造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引擎。用好东城区“文菁”文化+产
业基金投资，撬动社会资本加大对
东城区文化产业投资规模。与北
京“文创板”平台建立招商引资对
接机制，发挥示范区文化金融服务
中心六大功能。举办 2023 中国文
化金融峰会，与市银保监局合作举
办“文菁汇”沙龙等重点品牌活动，
搭建政府、行业专家、企业与金融
机构的常态化交流活动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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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健全现代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
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
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
新时代新征程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规
划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连
日来，东城各界认真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
精神，大家纷纷表示，要坚持“崇文争先”
理念，做好文化文明“敬”字文章，增强文
化传播力影响力。要扛起老城保护历史
使命，全面增强文化影响力，以中轴线保
护为契机重塑古都风貌壮美空间秩序。
要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常态化抓
好全国文明城区创建，让文化空间随处可
见、文化服务多元丰富、文化文明润化人
心。要做好“文化+”文章，发展好文化事
业文化产业，构建“文化+”产业创新融合
发展新格局。

文/记者 李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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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门五牌楼油饰彩绘翻新完工，尽显华丽大气的恢宏气势。 记者 张维民 摄

美后肆时景山街道市民文化中心。 记者 张维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