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来重重叠叠的违建小门脸， 如
今变成了宽敞的步道；

原来一水儿的垃圾站和废品堆 ，
如今是小花园和袖珍文化墙；

原来车多、 人多、 喧嚣不堪， 如
今是清爽、 干净、 安静的文化社区；

环境好了， 绿化多了， 乱停车不
见了， 人的心气也顺了， 邻里之间慢
慢也和谐了……

疏解整治促提升， 对北京这座千
年古都来说， 带来的将不仅仅是面子
上的革新， 还将注入和谐宜居的人文
生态。

对疏解整治后的提升效果， 谁的
感受最深刻最直接？ 无疑是城里的老
街坊。

劳动午报记者近日走街串户， 找
了6个城区的老街坊聊天， 请他们专门
讲讲家门口的变化———

老街坊嘴里的这场静悄悄的京城
变脸， 未来的史家， 可能会认为是一
场 “古城的自我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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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在 ——————新新时时代代新新作作为为新新篇篇章章

走基层与职工同行

东城区体育馆路

□本报记者 白莹

西城区新街口街道柳巷胡同15号院

□本报记者 陈曦

“整洁了！清爽了！
也安静了！”

拆除违法建设21208平方米 ， 封堵 “开墙打
洞” 238处， 实施绿化3000余平方米……经过一年
多的努力， 东城区体育馆路街道将违法建设变成
了健身乐园、 便民服务中心、 文化墙、 街心花园、
停车场……要说家门口的变化， 今年70岁的王兰
最有发言权。 1975年嫁到婆家， 她就住在体育馆
路国家体育总局社区。 一晃43年过去了， 王兰告
诉记者， “这条路道路宽敞了， 人行道整洁了，
环境也清净了。”

王兰住的这条街 ， 被称为 “体育用品一条
街”， 几年前， 开墙打洞、 占道经营、 随处摆摊的
情况时有发生， “我小孙女今年4岁多了， 整治
前， 我们很少带她下楼遛弯。 现在好了， 一有空，
我就领着她下楼。” 她说， “现在， 这里还有冬奥
文化墙呢， 特别长知识， 其实在2016年， 这还是
一溜违建小门脸儿呢。”

记者看到， 花样滑冰、 高山滑雪、 冰球、 短
道速滑……在体育馆路街道体育馆西路新建的冬
奥文化墙上， 各冬季奥运会项目化成一座座动感
十足的砖雕， 在墙上一一呈现， 引来不少市民驻
足拍照。 冬奥文化墙起始于体育馆路与体育馆西
路的交叉口， 位于体育馆西路东侧南段， 毗邻国
家体育总局训练局， 终至龙潭路， 约长320米。

每一块砖雕都设计成圆形， 直径大概1.5米，
“不仅在美学上有艺术的动感， 也能让市民们亲手
摸到、 看到、 感受到冬奥项目， 进一步传播冬奥
体育文化。”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陈四清介绍。 “体
育馆路街道充分利用拆违整治后的空间， 在辖区

内共建成3面， 共计千余米的文化墙。 除体育馆西
路的冬奥文化墙外，还在幸福大街修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文化墙；在崇外大街西侧修建了京味儿文
化墙， 用8块长方形老北京生活图景砖雕， 反映旧
时老北京卖瓷器、 豆汁、 烤白薯等民俗生活。”

和王兰有同样感受的还有家住磁器口大街57
号院的许俊萍阿姨。 60多岁的她， 从出生就住在
这里。 “之前， 我们这里房屋出租情况严重， 我
们院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区里都挂账了。 十几户
的大杂院， 外院全部出租了， 都是做小买卖的，
水果摊、 馒头铺、 小餐馆， 什么都有。 我们住户
最怕的就是煤气罐泄漏， 因爆炸而引起火灾。 原
本是一条通车的主路， 愣是给私搭乱建、 占道经
营的现象， 弄得连自行车过去都难。 夏天的时候，
脚下一脚油那是常有的事儿。” 许俊萍说， “现
在， 您再来看看， 那叫一个敞亮， 我都敢把亲戚
朋友叫到家里来聚会了。”

现如今，许俊萍白天没事就到旁边崇外大街西
侧的五个健身乐园锻炼，外孙子周末来了， 也吵吵
着要到儿童乐园玩一会儿再回家…… “这样的惬
意日子， 在以前， 我连想都不敢想呦！” 她说。

“路宽了，街面整齐
了，晚上常去遛弯”

“我们小区最近变化比较明显， 变得整洁了，
也靓丽了。” 家住西城区新街口柳巷胡同15号院的
赵新忠兴奋地说。 赵新忠告诉记者， 他居住的楼
建于80年代， 现在属于冠英园小区的一部分。 别
看在整个小区里算是一栋 “老楼”， 但是质量很
好。 前几年， 政府牵头， 给他居住的那栋楼增加
了外墙保温， 还粉刷了楼的外立面。

去年， 西城区启动了 “背街小巷” 的整治工
作， 相关部门对赵新忠所住小区周边胡同进行了
修整。 “小区外围墙有个铁护栏， 年头久了， 护
栏上的油漆有的掉了， 一片斑驳， 显得很不美观。
这次修整， 护栏上的油漆就直接给铲掉了， 然后
重新粉刷。 现在， 我们那栋楼是紫红色的， 栏杆
是白色的， 颜色搭配的可漂亮呢。” 赵新忠说。

小区内的环境改善了， 更让赵新忠高兴的是，
小区外面的环境也更好了。 “之前， 我们小区大
门外面有一个收废品的大货车， 既影响环境， 还
有安全隐患， 这不， 最近都给清走了。” 赵新忠介
绍说， 收废品的车紧挨着小区门口， 停放在马路
便道上， 虽然居民们卖废品方便， 但是， 储存废
品的大车主要储存收购来的书本报纸和纸箱， 车
上经常堆得高高的， 十分影响进出小区的视线。
“废品车上的东西太多， 我们出小区的时候， 必须
十分小心。”

现在， 破坏小区整体环境的 “大家伙” 被清
走了， 影响居民生活的 “小细节” 也没被放过。
“小区外面的马路两边， 以前停满了车， 现在清走
了起码有二分之一以上。 人行道上的树坑， 以前
很多都露着黄土， 而且不平， 走到那特别容易崴
脚， 最近树周边都给重新砌了池子， 整洁了， 也
更安全了。 马路一下清爽了很多。” 赵新忠说。

“蔡奇书记说， 城市管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

我看真的是这样。” 赵新忠兴奋地表示。 其实， 赵
新忠除了是整治背街小巷的受益者， 他还是一位
参与者， 因为他还有一个身份， 就是新街口街道
西里三区社区的党委书记。

赵新忠工作的区域内有一个回迁房小区。 一
开始， 居民有买菜的需求， 于是就有人占了小区
内的一个丁字路口卖菜。 刚开始是一辆小面包车，
后来改成了一辆大巴车。 “这几年， 街道在居民
区周边都建了百姓生活服务中心， 来解决居民买
菜难的问题， 同时卖菜的大巴车， 也确实影响了
周边环境， 应该清理了。 我们首先派出工作人员
上门了解情况， 而且在小区的橱窗内介绍相关政
策， 拉横幅营造良好氛围， 随后又联合街道的环
办，综治办等部门共同开展工作，终于把菜摊老板
的思想工作做通了。 但是这辆车已经是报废车了，
根本没办法开动， 最终街道找来了专业的切割工
具， 花了一天的时间， 才把这辆车拆除。” 他说。

如意里8号楼周边的环境治理也牵动着赵新忠
和很多居民的心。 他告诉记者， 这栋楼原本是军
产， 近年来失管， 楼下的一块草地被周边居民占
了。 他们搭起棚子， 拉来电线， 装上照明， 在里
面打麻将。 最开始只有几个人， 后来聚集的人越
来越多， 严重影响了居民的休息。 今年年初， 街
道环办将这里进行了清理， 而且近期还补种了绿
植、 更换了护栏。 “一位老人跟我说， 原来还想，
不知道这有生之年， 还能不能还他一个安静的住
所， 没想到竟然实现了， 就跟梦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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