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仓储间、健身会所、文化展陈室、教育基地……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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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修旧如新”到“风貌保护”

腾退后的普通地下室“大变身”
□本报记者 马超 文/摄

□本报记者 周美玉

东三环主路大修主体完工
施工质量精确到毫米 计划10月底前全部完工

今年4月， 东四四条环境整
治全面启动， 拆除违建185平方
米， 封堵开墙打洞43处。 一处处
久违的老门楼、 老门墩、 老影壁
在违建倒塌后露出了真容。

时亮从小在东四六条胡同中
长大， 如今成了东四胡同修缮的
责任设计师 ， 他每天骑着自行
车， 穿梭在东四的胡同中， 将设
计师的 “奇思妙想” 融入到渐渐
显露出风貌的胡同每个角落。

让民国老砖雕重见天日

“这是1928年民国时候开业
的一个照相馆和卖洋货的杂货
铺。” 东四四条胡同， 典型民国
风的二层小楼前， 清华大学建筑
设计研究院城镇发展研究中心总
工程师朱旭指着朱红大门周围的
精美砖雕解释说， 老百姓曾用水
泥砂浆把砖雕全封住了， 这一封
就是几十年， 从外表只能看见整
片斑驳的水泥墙。 门口一侧的木
质垂花也被一家山西小面馆包在
违建中。

违建拆除后， 最简单的修复
方法就是为 “老楼刷新漆”， 涂
上涂料， 贴上仿古的墙片。 但设
计师们选择的却是最麻烦的修复
方法。 在修复时， 工人首先要用
小起子一点一点将糊了几十年的
水泥砂浆剃出来， 然后再用小尼
龙刷子一点一点刷。

“东四四条86号是普查登记
文物， 必须仔细。 10多个人一共
弄了俩礼拜， 才把砖雕上的字给
露出来。” 朱旭说。 砖雕在民国
之后就渐渐衰落了， 类似的建筑
恐怕要到东郊民巷、 使馆区才能
看见。 而对于同类风格的民用建
筑来说， 东四四条的这家民国老
照相馆恐怕是独此一份。

扶正独一份六棱石头门墩

东四四条81号有两个黑乎乎
的木头箱子一左一右摆在门楼两
侧， 看起来似乎与古建的环境颇
不协调。

“这可是全北京独一份， 再
也找不出第二对了。” 时亮小心

翼翼地挪开黑木头箱子， 一对六
棱式的石头门墩露了出来。 “石
头门墩什么样的都有， 唯独六棱
形的， 全北京就这么一对， 应该
是清朝中期以后的东西。 我们见
着时已经歪了， 这次重新扶正，
怕施工时给碰坏碰脏了， 就用木
头箱子罩起来保护一下 。 下一
步， 还要对门墩进行专业清洗，
然后烫蜡， 这能防风化。”

整个东四四条胡同中一共有
53个门， 其中光是屋宇式的门楼
就有27处。 “王府式大门、 广亮
式大门、 蛮子门、 如意门、 金柱
门、 随墙门， 还有近现代人自行
改造设计的 ‘改良式门楼’。 东
四地区已经把所有北京胡同四合
院的门楼全涵盖在内了。 只要走
到东四 ， 就能见到最齐全的门
楼。 这里可以说是活生生的北京
胡同四合院博物馆 。” 时亮说 ，
未来打算弄一些二维码贴在东四
四条胡同的每一个门楼式建筑门
口， 路过的人用手机一扫， 这个
门楼和院子的信息就全显示出来
了， “二维码很小， 不会对建筑
的原有风貌造成影响。”

修旧同时保护胡同风貌

所谓 “修旧如旧”， 并不是
说必须把胡同和建筑修复得和过
去的一模一样， 为了让胡同中的
居民生活得更加便利， 设计师们
将一些 “小心思” 巧妙地融入胡
同中。 不影响胡同风貌， 又让胡
同居民处处觉得贴心。

时亮经常和胡同里的大爷大
妈聊天， 征求意见。 让老百姓自
己说说， 还想在胡同里增加点什
么？ 比如， 过去为了照明， 门楼
里挂着灯笼， 现在再挂灯笼肯定
不实际， 但门楼里黑乎乎的， 既
不美观也不便利。 所以， 就为胡
同的所有门楼都设计了一款太阳
能照明灯， 晚上定时开启、 白天
定时熄灭 ， 还不用居民自掏电
费。 老旧的门窗也不一定非得是
木质的， 为了保温可以考虑改成
断桥铝材质。 四条胡同中有一堵
没用的围墙， 过去是为遮挡堆物
堆料建起来的。 这次推倒围墙，
搭起花架子， 种植上紫藤， 放置
座椅 ， 成为胡同居民休憩的场
所。 以后东四每条胡同都会有一
处这样的休闲空间。

现在胡同中常见的大门都是
朱红色的 ， 但有古建专家却提
出， 其实明清时期， 胡同中居民
家的门根本不是朱红色的。 “边
框是黑色的， 中间是红色的， 写
着金字， 并不是现在常见的朱红
漆门。” 东四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高洪雷说 ， 已经和居民商量好
了， 东四四条1号打算先做出这
样两扇黑红净大门， 让居民了解
过去的历史风貌。

曾经脏乱差的普通地下室，
变身便民仓储间、 健身会所、 街
道历史文化展陈室、 红墙教育基
地……这是普通地下室再利用的
一个个缩影， 目前全市正探索走
出一种政府、 市场、 社会良性互
动的新路径。

全市普通地下室综合整治已
开展将近6年， 目前已消除了一
批安全隐患 ， 重点清理违规使
用， 存在重大消防安全隐患散租
住人普通地下室2000余处。 据市
住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
全市有4800余万平方米地下室，
目前还有约6500处空置， 有待再
利用。 昨天， 本报记者探访了普
通地下室再利用情况。

变身街道的健身会所

“听说健身场所要开了， 我
来看看。” 走进海淀区田村路街
道永定路25号院， 一名年过七旬
的老人说。

4000多平方米的两层普通地
下室， 地下一层楼道干净明亮，
大厅宽敞整洁， 地下室出入口指
示牌、 灭火器、 消防工具等安全
设施明显， 跑步机、 椭圆机、 仰
卧板等各种锻炼器械一字排开，
还配有服务台及休息卡座。 地下
二层设有乒乓球案、 棋牌室、 舞
蹈活动室和游泳池。

这里曾出租给第三方散租住
人 ， 脏 乱 环 境 和 安 全 隐 患 给
周 边 居民带来诸多不便 。 2016
年， 田村路街道牵头清理了居住
人员， 随后， 社区牵头入户进行
民意调查， 结合居民需求反馈和
地下室实际情况， 改造此处普通
地下室用于居民健身和社区活
动， 同时街道投资配建部分设施
免费服务周边居民。

变身居民商户便民仓储间

“我在这里上班， 办公环境
很拥挤， 我就租了一个1立方米
的仓储， 每月租金100多元， 可
以放衣服、 鞋子和小凉被。” 一
位中年女士说。

走进自助仓储间， 门前装备
了一套人脸识别系统， 对进入人
员实行 “刷脸”， 还备有一套刷
卡系统， 24小时均可进出。 仓储
库内明黄色和灰色相间风格 ，
整 洁 而美观 ， 每间仓储库的门
上都有编号和智能防盗锁。 据了
解 ， 大厦普通地下室一共设有

300多个仓库， 每个仓库面积在
2.5平方米至100余平方米之间 ，
仓 库 设 置了恒湿恒温系统 ， 并
建有严格完善的仓储管理制度，
设有20个高清监控探头， 24小时
实施监控。

位于10号线牡丹园地铁东北
口处的仰源大厦普通地下室曾被
分隔成170个小房间， 存在安全
隐患。 2015年腾退 ， 2016年6月
底， 大厦产权方与街镇、 周边居
民充分沟通， 确认用作便民自助
仓储间， 并委托专业公司开展专
业化管理。 现在， 普通地下室已
变成为周边居民、 商户服务的便
民仓储间。

变身街道历史文化展陈室

一批又一批居民， 前来驻足
观看牛街街道历史文化展陈室。
谁能想到， 在一年前， 作为西城
区首家街道级历史文化展陈室的
牛街历史文化展陈室， 还是密布
着90多间隔断、 居住超过130人、
环境脏乱差的地下室呢？ 经过疏
解整治、 规划提升， 曾经的地下
群租空间俨然成为牛街地区颇负
盛名的 “文化胜地”。

在近600平方米的展示空间
内 ， 从牛街历史沿革 、 场景还
原、 牛街胡同等七个方面依次讲
述了牛街的特色历史文化， 运用
近200幅珍贵的历史图片及100余
件历史实物， 展现了牛街地区的
时代内涵及历史足迹。 历史文化
展陈室于2015年12月8日正式开
馆 ， 截至目前 ， 参观人流量约
5000人 ， 其中接待参观团体 41
次， 个人参观约3700人。

变身红墙教育基地

牛街西里二区2号楼普通地
下室位于西里二区小区内， 建筑
面积864平方米 ， 于2015年清退
完毕。 在清退之前， 此处地下室
居住了90余人， 隔断间达到70余
间， 空间交错， 通道狭窄， 安全
隐患突出。

如今， 经过街道规划建设，
“变身” 为一处涵盖社区舞蹈队
排 练 室 、 党 员 阅 览 室 、 党 员
教 育 基地 、 党建讲习所 、 党风
廉政教育基地 、 书画活动室 、
青少年活动室、 图书室阅览室、
手工制作室九大功能在内的综合
文体中心 ， 定期向社区居民开
放， 丰富社区居民的业余生活。

经过70天深夜施工， 昨天凌
晨， 东三环主路大修主体完工。
下一步， 工程将进入收尾阶段，
计划10月底前能全部完工， 部分
时段内相应路段仍会进行分路导
行措施。

三环路全长48.2公里， 发挥
着贯通区域交通、 疏解核心区交
通流量的重要作用 。 记者了解
到， 三环路上次大修时间为2003
年， 距今已14年， 主路达到了道
路预期使用年限。 同时， 由于三
环路交通长期处于饱和状态， 环
路两侧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加快了
路面病害的形成， 部分路段破损
较为严重。

为此， 继去年实施西北三环
主路大修之后， 今年本市启动东
三环主路大修。 东三环大修北起

三元桥西， 南至分钟寺桥东， 全
长10.58公里 ， 计划维修总面积
36.98万平方米， 维修桥梁22座，
公交站台12座。

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
心计划科科长段文志介绍， 大修
工程于7月5日凌晨开工， 经过70
天深夜奋战， 13日凌晨完成最后
5500平方米表面层沥青摊铺工
作， 实现东三环主路主体完工。

因为东三环主路主体完工后
仍有桥梁伸缩缝、 中央隔离带等
维修工作， 需要分区域、 分阶段
交通导行， 未来一段时间内还将
采取临时的封路措施。 下一步，
工程将进入收尾阶段， 计划10月
底前全部完工。

值得一提的是， 本次大修处
处体现了 “绿色施工 、 节能环

保、 节约成本、 舒适安全”， 施
工中采用环保车进行旧料运输，
建立渣土消纳台账 ， 沥 青 铣 刨
料进行回收再利用 ， 累计回收
旧料约2.4万吨 ， 其中回收的旧
沥青材料经过处理后将用于生产
再 生 沥 青 混 合 料 。 同 时 ， 根
据三环路的交通特点， 本次大修
选 择 了 一 系 列 应 用 成 熟 、 技
术先进的路面材料， 实行精细化
管理。

“为确保花岗岩路缘石线型
美观 ， 施工质量要求精确到毫
米， 施工人员克服夜间施工光线
差的不利因素， 精雕细琢， 不合
格的坚决返工处理。 同时， 加强
完工后的成品保护， 及时清理卸
料车的轮胎 ， 防止污染沿线路
段。” 段文志说。

东四四条老胡同焕彩生辉

老城胡同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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