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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大栅栏街道第二届社区文化体育节

五大特色活动
处处彰显老北京味儿

以 “汇聚·相融·友善” 为主
题的 “2017大栅栏街道第二届社
区文化体育节” 持续长达一月之
久， 除了以上的精彩瞬间外， 6
月份还将有两场胡同微马和一场
京剧国粹体验隆重登场， 大栅栏
街道期待您的参与。

1. 胡同微马：
6月6日———公益明星领跑赛
6月8日———兄弟街道友谊赛
2. “国粹流长 ” ———“小手

拉大手， 共叙梨园情”
活动时间： 6月13日
活动地点： 百顺社区国粹苑

5月中旬， 以 “汇聚·相融·友善” 为主题的 “2017大栅栏街道第二届社区文化
体育节” 启动仪式在 “文化新地标” ———北京坊拉开大幕。 现场， 融入大栅栏地
区职工群众智慧的吉祥物 “同同” 亮相， 后续五大活动发布， 并开展了多种多样
的非遗文化体验。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 大栅栏地区职工群众可以体会五场各具
特色的文体活动， 例如胡同趣味运动会、 非遗文化展示与体验、 微型胡同马拉松
以及京剧文化专场体验等。 参与者可以在这里品味特色文化， 重温童年记忆， 在
互动中增强邻里和谐。

5月19日， 以 “汇聚·相融·
友善” 为主题的 “2017大栅栏街
道第二届社区文化体育节” 启动
仪式在 “文化新地标” ———北京
坊拉开大幕。 活动开始， 一组回
顾视频再次将人们带回到了首
届 文体节的盛况当中 ， 京剧展
演、 胡同微马、 趣味运动会……
一场场活动中， 呐喊助威声、 欢
笑声与互动主题交相辉映， 向人
们展示这里的百年文化以及胡同
新生活。

随后， 吉祥物 “同同” 的亮
相更是让现场沸腾。 据了解， 自
今年4月起， 街道就利用 “魅力
大栅栏” 微信公众号向关注大栅

栏的人们广发 “征集令”， 号召
大家发动智慧与创意， 设计属于
大栅栏的吉祥物。

除吉祥物 “同同” 的亮相，
开幕式现场还发布了接下来的文
体节活动安排。 活动现场， 非遗
体验区9个展棚异常受欢迎。 内
联升、 张一元、 汲古阁等老字号
企业带来了自己的招牌文化； 兔
爷、 纸线画等非遗传承人带来了
自己的绝活。 除此之外活动主办
方还增设了京剧文化以及老北京
游戏展区， 参与者可以现场体验
羊拐、 沙包、 三角、 皮筋等儿时
游戏， 也可以了解大栅栏作为京
剧发祥地的历史渊源。

吉祥物解密+非遗文化体验

嗨， 大家好， 我叫同同。 从
今年4月起， 街道就利用 “魅力
大栅栏” 微信公众号向关注大栅
栏的人们广发 “征集令”， 号召
大家发动智慧与创意， 设计属于
大栅栏的吉祥物， 那就是我。 我
的 名 字 与 “胡 同 ” 谐 音 ， 寓
意 同 心 同德 。 我的形象集中展
现了大栅栏丰富的文化元素： 头

发的形状来自大栅栏牌楼； 头饰
融入了京剧元素； 衣服运用红色
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 更寓意这
片土地红色足迹遍布。 设计理念
更是凸显了传递快乐 、 传承文
化、 传播友善几层含义。 我的诞
生， 展现了大栅栏文化特有的风
貌， 可谓凝结了所有大栅栏人的
智慧与思考。

吉祥物“同同”

■老字号运动会

夹药丸、 包茶包、 闻墨香踢
毽……这不是在前店后厂的产品
制作现场， 而是大栅栏 “追忆童
趣———别样的胡同运动会” 之老
字号运动会上。 在这里， 企业职
工不仅可以体验老字号文化， 还
可以通过竞技的方式传承文化、
传递友谊。

5月20日， 大栅栏老字号运
动会在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前门分
校拉开帷幕， 地区24家企业200
余职工参与其中， 有半数以上为
老字号企业。

本次运动会分为表演赛和竞
技赛两项。 竞技赛由集体项目：
旱地划船、 指压板接力和精打细
算， 个人项目： 加药丸、 腰包三
项、 套酒瓶和闻墨香踢毽组成。

据了解， 此次活动是2017年
大栅栏街道社区文化体育节中的
一部分， 所有比赛项目均是活动
主办方为地区企业职工 “私人订
制”， 在活动中既保留了现代项
目的运动模式又融入了老字号品
牌元素， 既有个人能力展示又有
集体协作， 既有传统文化的体验

又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例
如指压板接力， 源于韩国综艺节
目 “running man”， 而大栅栏的
指压板接力项目与之不同， 活动
以老舍茶馆长嘴壶和茶碗为道
具， 参赛队每队6人， 一人负责
倒茶水， 剩余5人负责轮流端水
在指压板上前进至另一端的600
毫升量杯， 并将茶杯中的水倒入
其中， 如此循环往复， 用时最短
填满量杯者获胜。

7大项目集中展现老字号文化

■胡同趣味运动会

“量身定制”打造胡同“奥运会”
5月26日上午， 继老字号运

动会之后， 一场胡同趣味运动会
也在大栅栏的胡同里如火如荼地
开展着。 作为2017大栅栏街道文
体节的主要活动之一， 趣味比赛
吸引到来自各社区的居民、 机关
干部和辖区单位的300多名参赛
选手参与， 在畅玩各种游戏的同
时 ， 体验京味儿文化 ， 增进感
情， 深化了解。

与以往不同的是， 今年的趣
味运动会除了综合考虑了趣味性
和民俗性， 更将地区特有的老字
号文化与时下流行的运动项目结

合起来， 以老字号特有的标志性
产品以及包装作为道具， 参与者
可以直观的了解老字号的产品特
色与风格， 进而了解老字号企业
独有的文化内涵。

比赛设集体项目与个人项
目， 集体项目包括邻里接龙、 指
压板接力以及隔空抛物， 参赛人
员需6人一组进行比赛， 集中考
验团队的默契性， 在协作中深化
邻里和谐互助的良好风尚； 个人
项目包括茶包三项、 夹药丸、 闻
墨香踢毽以及套酒瓶， 集中展现
老字号企业的主打产品特色。

■6月体育节活动概况

三场活动邀您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