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余翠平

丰台区大红门果园村鑫福里小区

朝阳区太阳宫牛王庙村

“这变化，像搬了新家一样！”
□本报记者 孙艳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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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解整治后生活的舒适度提升了”

以前街坊邻居见面打招呼， 都是
“吃了吗？” 现在， 朝阳区太阳宫牛王
庙村的村民见面打招呼变成了 “去遛
弯儿了吗？” “今天遛几圈了啊？” 这
个改变只因村里实施了环境整治， 村
北建成湿地公园， 村南建成休闲广场，
村里基础设施改造 ， 今年开春以来 ，
一个又一个惊喜让牛王庙村的村民幸
福感直线上升。

夏日的傍晚， 太阳宫乡霄云路西
侧已建成的牛王庙湿地公园迎来不少
居民消夏 、 散步 。 而就在一年以前 ，
这里还是一片杂乱的林地， 垃圾、 臭
水、 荒草， 居民都躲着走。

牛王庙村老街坊曹如杰的家与公
园仅一条小街之隔， 出家门200米就进
了公园。 “这么脏乱差的地方现在能
变得这么美 ， 想都不敢想 。” 曹如杰
说， 以前这片被荒废的林地， 看上去
是绿色， 其实里面到处都是垃圾， 居
民们也是破罐子破摔， 越脏越扔。 由
于村里的污水没有接入市政管道， 居
民的生活用水都排到了这里， 再加上
夏天杂草丛生， 蚊蝇泛滥， 别说躲着
走了， 出家门就一脸糟心。

小桥、 流水、 栈道、 花草、 绿树
……现在可大不一样了， 垃圾没有了、
污水没有了， 荒废林地变成了湿地公
园。 “公园处处是美景， 这阵子花开

得正艳。” 说起这个公园的样子， 曹如
杰满脸喜悦。 更让她满意的是， 村里
的污水问题彻底解决。 村里的上下水
自打1991年曹如杰嫁过来就是这个样
子， 生活污水往街面上流， 流到林地
形成了臭水坑。 现在自来水接上了自
来水公司的网线， 重新走的管线， 居
民吃水用水安全了， 下水流进了污水
处理厂， 回收再利用， 湿地公园的水
系， 浇花草用的水， 都是污水处理厂
反哺过来的水。

村里的基础设施改变的不只上下
水， 道路也重新铺上了柏油路， “晴
天一脚土， 雨天一脚泥， 多年来漂亮
鞋子都不敢买。” 曹如杰说， 以前， 村
里的道路不是硬化的， 到了夏天， 最
怕下雨， 看见泥泞的路都发愁。 现如
今不但铺了柏油路， 村里还专门请来

设计师， 设计了古香古色的街道， 修
建了围墙， 粉刷了街边的房子， 灰墙、
红门， 还有镂空雕花。 “这变化， 像
搬了新家一样！”

环境面貌提升的同时， 居民生活
配套设施也在完善中。 刚刚修建完成
的标准化电动自行车充电棚， 得到牛
王庙村百姓的点赞。 这里面积1500平
方米， 能供160辆电动自行车充电， 村
内保安队负责日常监督、 检查和管理。
同时， 村里还建设起占地约3600平方
米的绿荫式停车场， 停车场主干路为
沥青混凝土材质、 停车位选用嵌草砖
铺装形式 ， 绿化面积约1000平方米 ，
白蜡、 西府海棠等绿植香花遍地， 能
提供65个车位。 此外， 在村内， 通过
拆违腾地、 整合空地等方式， 又规划
了6处、 140个车位的小型停车场。

改变的喜悦一个又一个， 村南边
1.9万平方米的牛王庙休闲广场也成了
村里的一道新风景。 休闲广场绿化面
积就达到了1.5万平方米 ， 银杏 、 国
槐、 元宝枫、 白蜡、 油松、 海棠等彩
叶树与花灌木随处可见。 休闲公园内，
还有环形步道砖路、 半月牙型的景观
看台、 休闲廊架等， 成为大伙儿家门
口的健身休闲地。 “小孩子骑着小滑
板车 ， 出溜儿出溜儿的一圈又一圈 ，
特别开心， 关键是广场环境好， 还没
有车， 老人看孩子也放心。”

曹如杰说 ， 以前村民要想娱乐 、
休闲都得到别的乡镇去， 现在反过来
了， 别人到我们这里来啦。 “牛王庙
村的环境整治给了村民改头换面的自
信 ， 曾经羡慕周边繁华的高楼大厦 ，
现在人家羡慕我们的舒适恬静。”

“如今家门口的环境越来越好 ，
绿化面积越来越大 ， 交通也通畅了 ，
小商小贩少了， 人流也少了很多， 生
活越来越舒适了呢。 ”丰台区大红门服
装商贸城的职工陈峰笑着对记者说。

陈峰今年38岁， 是土生土长的丰
台果园村人 ， 大红门一带 ， 是他成
长、 工作的地方 。 在上初中的时候 ，
他跟家人住在果园村自建的鑫福里小
区， 鑫福里小区在临泓路上， 那时候
有小商贩沿街叫卖做生意， 小区门口
常常车水马龙 ， 水泄不通 ， 交通拥
堵， 环境也比较差。

“我记得那时候大红门地区有不
少平房， 外地的商贩在那里吃住， 加
工服装 ， 然后就在路边摆摊子卖服
装 ； 路上来来往往有很多人力三轮
车， 有拉货的， 有拉人的， 此外， 卖
衣服的 ， 买衣服的 ， 人声鼎沸 ； 当
然 ， 随之而来的 ， 便是环境的脏乱
差， 垃圾、 污水， 都在路上， 如果到
下雨天， 整条路就更脏了。” 陈峰努
力回忆他小时候的生活。

后来大红门服装商贸城建设起来
了， 一部分在路边摆摊的小商贩便进
驻了商贸城， 陈峰居住的鑫福里小区
所在的临泓路上摆摊的少了， 环境好
了些， 但是人流、 车流依然很多， 晚
上路边的夜市依然人来人往， 喧哗之

声、 叫卖之声不绝于耳， 出门交通拥
堵也是常态。

毕业后， 陈峰成为大红门服装商
贸城的一名员工， 大红门地区对他来
说， 意义更重要了。 “有时候开车出
门也为拥堵的路况着急， 看着人来人
往喧嚣、 拥挤的人潮， 再看看不那么
美好的环境， 有时候也烦， 可是有什
么办法呢。”

大约从2014年， 大红门地区开始
进行疏解整治 ， 市场搬迁 ， 这之后 ，
环境就越来越好。

“最直观的感觉是车少了， 交通
没那么拥堵了； 小商小贩少了， 买东
西的游客也少了， 周围的环境在慢慢

变好。” 陈峰感慨地说。
陈峰说， 除了小区外面， 鑫福里

小区里面的环境也在疏解整治中慢慢
得到了改善； 原来， 鑫福里小区中心
是凌乱的停车场， 后来小区物业重新
规划了停车位 ， 然后扩建了绿化带 ，
建设了休闲活动区， 整个小区的环境
为之一新。

从鑫福里小区出来， 会经过旁边
的福海小区， 经过疏解整治后， 福海
小区街边的绿化带也扩建了， 还有了
健身器械， 休闲地带也扩大了， 休闲
区里， 会有居民在健身、 娱乐。 周边
环境的变化让陈峰和家人都倍感欣
喜， 吃过晚饭后， 陈峰常会陪家人出

来走走， 幽雅清新的环境， 往往让遛
弯的心情好了不少。

对于陈峰来说， 大红门地区是他
生活、 工作了几十年的地方， 市场搬
迁、 人口疏解所带来的变化， 他感受
很深。

“平时不忙的时候，我会和家人在
小区里走走，绿油油的草坪，各色漂亮
的植物景观， 还有随处可见的健身休
闲区，都感觉心情很舒畅 ；走出小区 ，
是干净整洁的路面，少了叫卖声，少了
运货拉货的车，少了小商小贩，少了人
声鼎沸，少了交通拥堵，少了脏乱差的
环境， 这一切都让生活的舒适度提升
了很多。 ”陈峰感慨地说。


