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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活动寻味历史“会馆有戏”扮靓新春

“国潮前门·卯兔迎春”游玩嗨购过大年

东城冰雪嘉年华邀请市民共享节日盛宴

非遗剪纸艺术创新活动喜迎新春

本报讯 新春将至，颜料会馆
洋溢着浓浓年味儿。“会馆有戏”精
彩节目云展播打破时空，让会馆芳
华再次绽放，曲艺皮影戏、京剧小课
堂、巧手传非遗等—系列新春文化
活动竞相上演。东城“会馆有戏”新
春系列文化活动全面拉开，成为市
民寻年俗、享年趣、品年味的打卡好
去处。

有温度：
传统文化寻味历史

老会馆不只是岁月的沉淀、时间
的陈酿，更是与历史、社会、经济的相
遇之地。1月8日、14日，颜料会馆传
统文化体验活动温情上演。会馆文
化主题相声和评书演出、沉浸式国粹
京剧体验、皮影、榫卯、脸谱的传统手

工艺展示等有机融合，让200多个家
庭在别具一格的会馆与戏楼中体验
了传统文化的非凡色彩。

新派妙趣皮影人讲解皮影历史
文化，指导孩子和家人共同完成皮
影的着色环节，让传统皮影更有活
力，打造“听得懂、看得懂、学得会”
的皮影展示新模式。“中式积木”开
拓者李莹讲解榫卯文化，带领大家
完成榫卯结构的拼搭，颜料会馆欢
声笑语，喜乐融融。

有欢乐：
百年戏台精彩演绎

1月23日至27日大年初二到初
六，颜料会馆将携手加蜜喜剧在拥
有 400年历史的颜料会馆传统戏台
上呈现一场历史与现代、经典与创

新的完美碰撞。加蜜喜剧的青年脱
口秀演员陪伴现场观众欢度新春，
优质的演出内容、欢快的节日气氛，
将让颜料会馆更增添灵动与活力的
色彩。

此外，北京曲艺家协会演员夏
言带来相声《话说会馆》、快板《会馆
传奇》，趣味横生讲述了会馆的前世
与今生，成为“会馆有戏”别样诠
释。东城区推出一系列“小而美”

“小而精”“小而雅”的主题演出贯穿
春节假日档，成为“大戏看北京”的
最新表达，不断丰富市民群众的精
神文化需要。

有文化：
点亮青云迎春首秀

1 月 26 日大年初五，“点亮青

云”新春系列活动将在青云二十三
艺术中心正式启动。颜料会馆对
面的青云二十三艺术中心，由最早
的青云胡同 23 号到 29 号院落组
成，原北侧曾为老厂房和关帝高
庙，南侧原为梅兰芳先生曾经居住
的屋舍。

经东城区对青云胡同的恢复
性修建，这里成为兼具历史韵味
与当代特色的演艺新空间。本次
以“ 点亮青云”为主题的新春系
列活动，烘托了年节氛围、形成
了吉祥纳福的场景。画脸谱、做
花灯、剪窗花，将带领市民在传
统文化中品味浓浓年意。点亮花
灯、舞狮表演、老手工艺人艺品
展将唤醒市民年节记忆，令大家
仿佛置身一座“ 胡同文化”现代
艺术馆。

本报讯（记者 李滢）新春佳节
即将到来之际，东城文化发展研究
院邀请社会公众走进“文化东城”
会客厅，与非遗项目北京剪纸代表
性传承人杨钺一道动手完成属于
自己的作品，在新春氛围中心手传
递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活动现场，杨钺讲述了剪纸艺
术的历史发展、传承流派及非遗保
护现状，演示了剪纸灯的制作工
序，并带领现场观众共同参与剪纸
灯技艺制作。

本次活动创意来源于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项目剪纸和北京宫灯，
以剪纸形式制作灯罩，点亮LED灯
座后，兔年剪纸图案借由灯光透
出，造型简洁、小巧美观，兼具照明
和装饰的功能，是将非物质文化遗
产、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创产品
巧妙结合的创新尝试。

台下，十几组亲子家庭围坐在
桌旁，全神贯注地制作。一盏盏美
丽的剪纸灯纷纷点亮，孩子们捧着
自己的作品爱不释手。“希望将剪
纸与更多文创相结合，让更多人爱
上这门传统艺术。”家长和孩子们
纷纷表达对这种新形式剪纸的喜
爱，将此次“文化东城”会客厅“金
兔迎春”非遗剪纸艺术创新新春特
别活动推向高潮。

本次活动同步在“北京时间”
客户端、东城文化发展研究院视频
号进行直播，东城文化发展研究院
院长单霁翔通过视频向观众致以
新春的祝福。据悉，新的一年里，
研究院将继续以线上线下联动方
式广泛开展常态化、品牌化、可持
续的“文化东城”会客厅系列活动，
依托区域历史文化底蕴不断创新
思路，擦亮东城文化“金名片”。

本报讯（记者 刘旭阳）春节期
间，前门商圈将推出“国潮前门·卯
兔迎春”活动，四大板块系列活动为
市民打造游玩嗨购盛会，喜气洋洋
迎接兔年新春。

共赏中轴线上街陈美景，打卡
颜料会馆、青云二十三等胡同里的
文艺新空间，“悠”享前门活动板块
邀请市民感受前门老城新景；老字
号商户探宝、国潮年货大集、线上直
播等新春优惠接连不断，“惠”聚前
门活动板块为市民相继推出各类优
惠活动；“趣”览前门活动板块则通

过打造“兔兮兔兮潮流艺术展”、故
宫以东寻迹东城影像展、春明祥和
——老北京年节民俗文化展等，带
领市民感受潮流与民俗的碰撞；其
间，非遗技艺体验、名家惠民写春
联、童年主题亲子互动等活动，让广
大市民“嗨”玩前门。

同时，“兔跃天街·团圆前门”新
春国潮大集开启，通过创新街区文化
场景，融入国潮元素，打造更具活力
的多元文旅消费体验，邀请市民一站
式体验老字号和新网红美食、奔赴一
场国风雅韵之约、开启精彩国潮文创

IP聚会。其间，街区设有艺术家手绘
前门版兔儿爷等多种“兔”元素产品，
还有吉祥物机器人“麒东东”与游客
趣味互动、新零售机器人进行无人售
卖，为百年老街注入智能科技体验。

以名人蜡像结合高科技声光互
动光影技术而打造的杜莎夫人蜡像
馆和大城小像中国精神蜡像区全新
亮相，市民可以在这里与京剧大师
梅兰芳、文学巨匠老舍、《功勋》人
物、航天英雄、奥运冠军开启对话之
旅，感受祖国繁华盛世的同时凝聚
新春奋进的中国力量。亮相天乐园

推出“国粹之旅迎新春”京剧亲子体
验营，探、观、学、扮，沉浸式体验京
剧文化魅力，剧场上演《大闹天宫》

《霸王别姬》等多种剧目，老少咸宜，
阖家共享戏剧时光。

走进书香世业主题街区，各类书
店开启新年阅读新体验，用书香引领
美好生活。刘老根大舞台大年初三
开演，强大明星阵容、喜剧赵家班知
名弟子陪伴市民欢乐过兔年。颜料
会馆推出“会馆有温度”亲子系列活
动和脱口秀演出，曲艺、皮影、京剧、
积木榫卯课堂等非遗体验尽在其中。

本报讯（记者 李冬梅）春节期
间，随着东城区第九届冰雪嘉年华
系列活动的展开，东城区充分利用
辖区冰雪资源，在王府中环冰场、新
世界浩泰冰场，以及龙潭公园、龙潭
中湖体育公园冰雪场地开展一系列
线上、线下冰雪活动，并为辖区居民
发放冰雪体验票，将体育惠民送到

群众身边，带动更多群众亲近冰雪
运动，体验冰雪运动带来的快乐。

龙潭中湖体育公园“中湖不冬
眠计划”是以冰雪体验项目为主
打，以市集、露营、美食等要素为配
套而打造的冬季特色品牌活动，旨
在为辖区群众提供更多冰雪娱乐
活动之外的冬日休闲体验。以中

湖冰场与“摩天轮冰雪奇境之旅”
（雪场）、新春市集为核心的三大内
容，为广大市民提供全新场景的团
建、聚会与社交体验，丰富市民传
统节日文化体验，打造全新的冬季
节日“盛宴”。

大年初三，安定门街道将在 77
文创园举办“冰雪闹春节”雪上体能

表演运动会，让市民以不同的运动
形式展示雪上运动之美，体验运动
的快乐。同时，东城区第八届冰蹴
球对抗赛、“第二届冰雪知识问答活
动”（线上）也将陆续举办，让更多市
民在阖家欢乐、共度佳节之余，参与
冰雪运动、感受冰雪魅力、共享冰雪
乐趣。

社区居民赶年集办年货喜迎新春

迎春送福送温暖 收获满满幸福感
本报讯（记者 王慧雯 李冬梅

李滢）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际，东城
区面向疫情防控一线的医务工作者
和服务保障人员，坚守在环卫、交通
等生产保供行业一线的干部职工，直
接面向群众服务的基层单位干部职
工，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形
态职工，开展形式多样、覆盖范围广
泛的“送温暖”活动，让他们感受到

“娘家人”般的关怀和温暖。

区总工会：
“送温暖”形式多样覆盖面广

连日来，东城区总工会联合中
国书画家协会持续开展“送万福进
万家”活动，为环卫、公安、教育、消
防、地铁、快递等系统和单位的一线
职工送上新春祝福。近日，书画家
们走进区环卫中心，挥毫泼墨，写下
一副副精美的春联和一张张喜庆的

“福”字，为环卫工人送上新春的美
好祝福。一位环卫工人高兴地说：

“这是书法家亲自为我写的春联！
我要贴在家门上，为我在京过年添
添喜气！”

据了解，今年“送温暖”活动的
慰问群体和投入资金进一步扩大。
连日来，区总工会慰问了医护、环
卫、交通、公安等一线干部职工，新
建会规模以上企业“两节”期间坚守
岗位人员，街道干部和社区工作者，
暖心驿站工作人员，快递员、外卖配
送员，相关企业职工等群体，涉及 57
个系统、街道和重点企业，共送去慰

问金72万余元。
此外，区总工会还为劳模拨付

了春节慰问金、荣誉津贴 125 万余
元。给全区劳模发放拜年一封信，
并以慰问金发放工作为契机，广泛
开展各种形式的劳模走访慰问活
动，感谢每一位劳模为东城建设作
出的贡献。

东花市街道：
快递小哥欢聚党建服务阵地

“‘五福饺子’被我吃出来了！”
春节前夕，东花市街道党群服务中
心党委依托“花市骑手小食灶”党建
服务阵地，与辖区“两新”企业、新业
态新就业群体党员群众欢聚一堂，
共享团圆，邮政速递的叶文龙开心
地说：“‘五福饺子’里有栗子、花生、
桂圆、核桃、糖果，象征着一年都大
吉大利、平平安安！”

现场，大家一起和面、拌馅、擀
皮，按照南北方特色包出了各种花
式饺子。一位快递小哥小心翼翼地
捧着一个元宝饺子说：“南方人讲究
捏饺子，北方人是挤饺子。以前在家
过年的时候，母亲就给我们捏这种元
宝饺，说是象征着一年都顺顺利利、
财源滚滚。今天我也捏几个，愿新
的一年我们都万事如意。”

在写春联、“福”字的区域，饱含
墨香和美好祝愿的春联、“福”字跃
然纸上，寄托着对于新一年美好生
活的向往。“今年我选择留京过年，
为居民们做好节日期间配送服务。”

连续第二年受邀一起过年，京东生
鲜前置仓的郭旭十分感动。

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党委负责人
表示，今后将持续提高服务水平，丰
富服务内容，不断提升“两新”组织、
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员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归属感。

安定门街道：
快递小哥收到“新年贺岁礼包”

“新年快乐！”春节前夕，安定门
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党委联合街道总
工会举办“党的温暖常相伴 安新同
行迎新春”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团拜
会，50余名快递、外卖小哥欢聚在党
群服务中心共迎新春佳节、共话美
好未来。

活动现场墨香四溢，受邀前来
的书法家们屏息凝神、落笔沉稳、一
气呵成，用一张张承载祝福的“福”
字，将浓浓的年味儿送到小哥们的
手中。在书法家们的指导下，几位
小哥也拿起毛笔，体验书写的快
乐。居民志愿者则现场剪出了一张
张窗花，让小哥们感受到安定门“娘
家人”浓浓的情意。

安定门街道还为小哥们准备了
“新年贺岁礼包”。“穿梭在大街小
巷、奔忙在小区院落，服务于居民群
众，社区里时常能看到他们奔忙的
身影。”安定门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党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街道将继续为
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提供优质、暖心
的服务。

本报讯（记者 刘旭阳 王慧雯
李冬梅）胡同居民乐逛新春义集，感
受日益浓厚的年味儿；农产品大集进
社区，居民家门口置办年货；社区举
办迎新春公益大集，居民办年货、享
服务……连日来，东城区各街道、社
区广泛组织开展内容丰富的赶年集
活动，广大居民在喜庆祥和的氛围中
迎接新春佳节的到来。

朝阳门街道：
胡同居民乐逛新春义集

琳琅满目的年货产品、各式各
样的便民服务、精彩纷呈的潮娃快
闪……一场极具特色的新春义集活
动近日在朝阳门街道大方家胡同热
闹开市，吸引了不少居民逛集，感受
日益浓厚的年味儿。

上午 9时，义集在锣鼓声中热闹
开市。东来顺、北京稻香村、东城巧
娘协会、社区养老驿站等近 10 家服
务商入驻义集区，点心匣子、海鲜、
水果、兔年文创品、老年特惠餐……
多款富有新年特色的商品亮相。

值得一提的是，现场的商户中
包含了东来顺、北京稻香村等京城
老字号品牌。“今天就是冲着老字号
来的。牛舌饼、蝴蝶酥……这些都
是我们小时候常吃的，多买一些，自
己留一点，再给孩子送一点。”居民
王阿姨一边逛着新春义集，一边选
购自己心仪的商品。此外，20 多位
潮娃通过快闪表演的形式，为大家
送上祝福歌、祝福语，并与爱心商户
一起为老人写春联、送“福”字。

交道口街道：
农产品大集进社区增年味儿

近日，交道口街道交东社区与
河北省沽源县人民政府共同举办

“第一届农产品大集进社区之年的
味道”活动。

在交东社区的小花园中，熙熙
攘攘、人头攒动，音乐声、叫卖声、欢
乐声此起彼伏。春联、“福”字、牛羊
肉、水产品、蔬菜、水果……各类商
品应有尽有，价格惠民。买着、笑
着……居民们忙得不亦乐乎，现场
充满了浓浓的年味儿。

如今虽然物质丰富了，但居民
们仍然有春节前备年货的习惯。居
民李阿姨说：“不出社区就买到了牛
羊肉、辣白菜，面粉我也买了两袋，
真是太方便了，价格也公道，各样
都要买一点，才有过年的样子。”刘
阿姨也有同感：“这里有的东西平
时不容易买到，譬如这个用亚麻籽
油炸的麻花，希望以后多举办这样
的活动。”

在大集上，蔬果、肉类是热销
品，在人群中不时有拎着大包小
包、满脸喜气洋洋的居民。年货备
齐了，精神上的食粮也不能少，街
道、社区工作人员将党的二十大精
神口袋书与“福”字一同送给社区
居民。小小的口袋书不仅方便实
用，更能让党的二十大精神飞入寻
常百姓家，成为居民的“掌中宝”

“枕边书”。
大集现场还为居民赠送了米面

油等农产品，来自东城区文化馆的

志愿者们为居民们写“福”字、送上
新春祝福。交东社区党委书记杨春
茹说：“开展赶大集活动，就是想让
居民不出社区就能置办年货，感受
年的味道，提升幸福感、获得感。”

体育馆路街道：
社区公益大集办年货享服务

口味丰富的锦芳元宵、厚实暖
和的棉鞋棉帽；义务理发、爱心缝
纫……春节前夕，体育馆路街道四
块玉社区举办的“风信子迎新春公
益大集”，吸引了50多个辖区单位和
老字号商户参与。

一大早，四块玉社区文化广场
上的各种摊位就被居民们围起来，
四块玉青少年志愿服务团队更是成
为大集中的一大焦点。青少年们穿
行在集市中，有的宣传垃圾分类知
识，呼吁居民们持续做好“关键小
事”；有的做起了“服务员”，帮助旧
物置换、旧物改造；有的化身“小掌
柜”，与居民们一边拉着家常，一边
进行旧物买卖和旧物捐赠。

据了解，从 2015年开始，四块玉
社区每个季度举办一次四块玉风信
子旧物大集。为了让志愿服务更加
贴近民生需求，大集逐渐增加义诊、
义剪、缝纫、义修等志愿服务项目。
四块玉社区党委书记张婧说：“赶年
集、办年货，过年就该有点儿仪式
感！社区链接共建资源，精准对接
居民需求，举办家门口的公益大集，
这是传播民俗文化与志愿服务相结
合的一次创新尝试。”

文化惠民进万家 服务群众不停歇

禁放烟花爆竹 安全文明过年

交警全力确保假日交通安全有序顺畅

本报讯（记者 李冬梅）春节临
近，东城区各街道、社区利用微信
公众号、微信群、抖音、快手等平台
广泛发布烟花爆竹禁放等信息，在
辖区显著位置张贴禁放宣传海报，
利用入户走访时机发放致居民的
一封信和“福”字宣传品，使禁放观

念深入人心。
连日来，东城区烟花办积极

协调会同各部门，全力推进全区
烟花爆竹禁放管控工作。区烟花
办印制了 22600 份海报、发出了
30 万份致居民的一封信和 12 万
份致学生及其家长的一封信，广
泛动员驻区单位、小巷管家、楼
门院长、微型消防站、治安志愿
者等多方力量，持续开展烟花爆
竹禁放宣传，动员居民自觉遵守
禁放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冷烟花、擦
炮、摔炮、儿童玩具喷花均属于烟
花爆竹，均在禁放之列。”东城区
烟花办相关负责人提醒广大市
民，要积极支持北京市烟花爆竹
安全管理工作，遵守禁放规定，不
违规燃放烟花爆竹，自觉抵制非
法烟花爆竹，积极举报非法储存、
运输和销售烟花爆竹行为，消除
身边的安全隐患。

东 城 区 烟 花 办 举 报 电 话 ：
010-84081218、84081199。

本报讯（记者 李滢）春节前
夕，正是文化工作者最忙碌的时
候。兔年新春来临之际，东城区
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
用心用情提供形式多样、内容充
实的文化文艺活动，陪伴群众度
过一个充满文化内涵、彰显时代
温度的春节。

深入基层 文化为民

春节前夕恰逢二十四节气中
最后一个节气“大寒”，由东城区
主办的“故宫以东·书香之旅——
读者选书活动”第 24期，将于除夕
当天走进王府井书店，带领读者
一同选好书、读好书，在书香中喜
迎新春佳节。

东城区图书馆采编部主任王
祥告诉记者，作为 2022年度“故宫
以东·书香之旅——读者选书活
动”的“收官之作”，东城区精心设
计了此次活动的主题与各个环
节。此前，馆内工作人员已预先
前往王府井书店，为读者挑选了
10 种推荐图书；当天的现场交流
分享环节，将邀请京城金马派风
筝第三代传承人吕铁智，为到场
读者讲解这项非遗技艺的历史，
并带领读者亲手制作风筝。

“活动在辞旧迎新的新春佳节
当天举办，为此，我们在选题上首
先明确要突出体现节日文化内
涵 ，传 承 弘 扬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而风筝制作正是这样一门传
统的民间艺术，希望读者通过亲
手制作并放飞风筝这一形式，表
达出广大群众对国家及家庭在新
的一年发展更加蒸蒸日上的祝
愿。”王祥说。

记者了解到，“故宫以东·书
香之旅——读者选书活动”是东
城区以文旅融合为契机发起的一
项阅读推广活动。推出三年来，

“故宫以东·书香之旅——读者选
书活动”内容日渐丰富、形式渐趋
多样，不仅使读者在浓厚的文化
氛围中获得了更好的阅读体验，
还带动了书店文创的销售。

每期活动前后，馆员们都会
通 过 线 上 、线 下 方 式 与 读 者 沟
通、聊天，询问他们对活动的需

求和建议。“读者是图书馆服务
的核心。”王祥说，新的一年里，
希望通过“故宫以东·书香之旅
——读者选书活动”引领读者走
访与感受东城区内有历史、有温
度、有情调的文化地标与特色书
店，通过馆店合作、文旅融合，
推动优秀文化的广泛传播，推进
全社会“多读书、读好书”，为东
城区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
贡献。

守正创新 文化乐民

“福满京城 春贺神州”东城区
2023 新春游乐会及地坛新春系列
文化活动即将于 1 月 22 日大年初
一与全区群众见面。1 月 17 日中
午 12 点左右，趁着短暂的午休时
间，正在紧张筹备新春游乐会各
项工作的东城区文化馆文艺活动
部舞蹈干部姚俊佚接受了记者的
采访。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
高，群众对于文化生活、文化活动
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对各类文化
服务发自内心的喜爱和期盼令姚
俊佚深受鼓舞，也成为他精益求
精、开拓创新的动力源泉。

2020年，由姚俊佚编创并参演
的舞蹈作品《霓炫舞影》获得 2020
首都市民系列文化活动第十五届

“舞动北京”群众舞蹈大赛团体金
奖。2022年底，在区文化馆风尚美
术馆展出的“花开时节动京城·冬”
名家书画邀请展上，姚俊佚与同事
们突破传统的书画展览形式，以乐
曲与舞蹈配合多媒体投影的形式，
通过四季的变化打造出一种“花”
从画中来的沉浸式观展效果，营造
了“动静相宜”展示空间。

“以往的舞蹈表演通常会设置
专门的舞台，以演员为主体。”姚
俊佚向记者介绍，而在这次展览
中没有划分专门的表演、观演区
域，这也意味着演员们需要在没
有任何缓冲的情况下零距离地为
观众表演，将书画、音乐、舞蹈、展
览空间融为一体，让演员、观众都
成为展览中的一部分，用色彩演
绎四季的温度、以空间感受文化
的深度，给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观
展体验。

“文艺工作者既要上得奖台，
也要下得基层。只有踏踏实实地
走到群众中去，才知道人民需要
什么、爱听什么，才能获得不竭的

创作灵感。”在从事群众公共文化
工作中，姚俊佚深刻体会到要做
好群众文化工作必须要着重于群
众性。要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
和方法，不断满足群众公共文化
的繁荣建设需求，为群众创造更
加精彩丰富的文化体验。

传承弘扬 文化惠民

深入基层，才能聆听群众心
声，从事基层文化工作仅有几个
月时间的建国门街道社区建设办
公室副科长段钲对此已感触颇
深。连日来，已经有不少居民询
问“春节有没有演出”“立春文化
节有什么时候举行”，这让段钲感
受到群众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春节之后即将迎来二十四节
气中的立春，建国门街道第十六
届立春文化节将如期举行，得知
这一消息的居民们兴奋之情溢于
言表：“又能在胡同里看到鞭打

‘春牛’了！”
立春作为二十四节气之首，反

映着一年四季的更替、意味着新
的一个轮回已经开启，寄托着广
大群众对新的一年的美好期盼。

“2023 癸卯兔年将迎来的是第十
六届立春文化节，我们将延续以
往喊春、报春、鞭打‘春牛’等传
统，再现这一传统民俗活动。”段
钲说。

民俗活动背后，蕴含着深厚的
传统文化底蕴，每一个环节都要
精心研讨、反复推演。段钲告诉
记者，随着立春文化节活动进入

“倒计时”，各项筹备工作也在紧
锣密鼓进行之中。“比如说‘春牛’
的颜色，是由当年的干支决定。”
段钲举例说明道。

众多环节中，鞭打“春牛”最
受欢迎。届时，春姑娘与鞭春人
将在一声声祝福语中共同完成

“鞭春”仪式。小牛童随之将牛肚
子里装满春粮的福袋掏出，分发
给到场嘉宾，为新的一年祈福。

党的二十大指出“推进文化
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
辉煌”，这就要求基层文化干部
贴近百姓生活、讲好中国故事，
积极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区委宣
传部文化科张志刚说，今年是团
圆年，作为一名基层文化干部，
要始终聚焦群众需求，通过一系
列文化活动，让群众感受到浓浓
年味儿。

本报讯（记者 李冬梅）节日期
间，王府井地区、新世界国瑞商
圈、簋街地区等将成为聚集打卡
地，龙潭公园冰雪活动也将成为
市民假日休闲的重要目标。为保
障各项假日欢庆活动顺利进行，
东城交通支队制定了周密的交通
疏导方案，全力确保各项活动交
通安全、有序、顺畅。

据雍和宫管理处通告，大年初

一雍和宫觐香采取网上预约制
（接待人数为6万人）。届时，东城
交通支队将根据交通流量适时对
北二环雍和宫桥东、西两侧两个
主路进辅路的出口采取临时管控
措施，增设交通护栏和管制标志，
禁止社会车辆驶入，为雍和宫桥
下减压。正月初一觐香期间，属
地交管部门将视雍和宫大街的游
客、信众及机动车等流量情况，适

时采取临时交通管控措施，分别
在雍和宫桥下、北新桥路口对途
经雍和宫大街南、北双向的社会
机动车采取封闭绕行措施，请广
大市民出行前规划好行车路线。
交管部门提示广大市民：节日出
行务必遵规守矩、文明交通、平安
出行。提前检查车辆，遇雨雪雾
等恶劣天气，要减速慢行，做好应
急处置准备。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
春节好！
为了响应市委、市政府关于建设绿色北京、美丽北京，打造宜居城市的号召，减少大量不规范燃香对环

境的污染、人体伤害，雍和宫实行免费赠香，禁止自带燃香入内。
同时，自2023年1月21日（除夕）22时至1月22日（正月初一）16时，雍和宫大街由雍和宫桥下路口（不

含）至北新桥路口（不含）双方向禁止车辆通行。所有人员由雍和宫大街南口进入，从雍和宫大街北口离开；
雍和宫大街两侧各胡同口均实行封闭；雍和宫地铁站各口实行封闭，车辆甩站通过；北新桥地铁站封闭A口
（西北口）、B口（东北口）。

各位市民朋友们，对于实行雍和宫服务保障工作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请您谅解！对于您给
予我们工作的支持和配合，我们深表感谢！

祝市民朋友们春节快乐，阖家幸福！
东城区雍和宫春节期间服务保障工作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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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北京市民的一封信

福满京城 春贺神州

来自东城区文化馆的志愿者们现场写“福”字送居民。 交道口街道供图 兔年春节即将到来之际，一位小朋友在王府井大街上的北京市百货大楼兔年打卡装置前拍照留念。 记者 林萱 摄居民在新春义集活动现场选购心仪的商品。 朝阳门街道供图

一位小朋友动手完成自己的剪纸作品。 东城文化发展研究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